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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琼海塔洋镇，新能源汽车受到村民欢迎。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嘉积10月29日电（记者邵
长春 程旺）10月29日一大早，琼海市
塔洋镇居民陈秋霞就匆匆出了门，开着
她的两座电动小汽车约上朋友去喝早
茶，然后在镇上和田野间开车兜风，逛
到中午才回到家。

“我们家起床早的人就有电动车
开，起床晚的只好开燃油车。”陈秋霞的
女儿郭婷婷说。

自从去年陈秋霞的儿子郭诚入手第
一辆电动汽车后，全家人就迷上了电动
车，陆续又购入3辆电动车，家里8个成年
人争相使用，原来的燃油车备受“冷
落”，现在只有跑长途等极少情况才会开。

“这款车价格只有四五万元，但日
常代步足够了，关键是实惠。”郭诚给海

南日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由于是新能源
汽车，可以享受优惠电价，算下来1公
里还不到1毛钱。“4辆车加起来，每个
月的充电费不到200块，很划算。”

琼海市新能源汽车推广服务中心
主任李军君说，村镇推广新能源汽车有
自己的优势，城市消费者往往受小区车
位和充电桩数量不足等限制，而在村镇
地区，停车和充电问题很好解决，“院子
立个充电桩就行了，有的车型还可以直
接用普通电源充电。”

在塔洋镇联先村龙客园村民小组，
村民王小壮的电动小汽车就停在屋
外。他说，车买了差不多1年，质量不
错，平常送孩子到镇上上学，带老婆去
县城购物都很方便，“邻村朋友试驾后，

也买了一辆。”
宝骏新能源海南销售主管赖奕宏

说，从销售情况看，新能源汽车在海南
乡镇和农村地区越来越吃香，第三季度
仅在琼海村镇地区就卖出近50辆，“公
司还从岛外调来200辆新能源汽车，供
村镇消费者免费驾驶。”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数据显示，去年
全省村镇地区推广新能源汽车1284
辆，占总推广量的17.9%；今年截至9
月底，我省村镇地区已推广新能源汽车
2251辆，占总推广量的26.1%，无论数
量和占比均大幅提升。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包
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清洁能源汽车推
广工作，今年3月，我省发布《海南省清

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成为全国首个
提出所有细分领域车辆清洁能源化目
标和路线图的地区。

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
我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较快，可支
配收入达到11592元，同比名义增长
7.8%，实际增长5%。近年来农村公路
的完善，也为村镇推广新能源汽车打下
了基础。

李军君说，海南乡镇和农村新能源
汽车市场潜力巨大，不可忽视，推广最
大阻碍是观念问题，“村镇是熟人社会，
要鼓励当地有影响力的人带头试用试
驾，新能源汽车本身也要质量服务过
硬，在农村地区推广好了，对城市推广
会起到促进作用。”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潘颖）10月29日上午，2019年
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沙盘模拟企
业经营大赛在海口开锣。海南工商职业
学院、琼台师范学院、海口经济学院等7
所高职院校派出14支代表队参赛。

据介绍，本次大赛以新道ERP（企业
资源计划）沙盘模拟企业经营——“新商
战”沙盘系统为载体展开。每个参赛队
经营一个虚拟公司，5名成员分别担任
公司总经理、营销总监、生产总监、财务
总监、采购总监等，连续从事6个会计年
度的经营活动，全方位模拟企业实际运
行状况。在模拟对抗经营中，各队都将
遇到企业经营中常出现的各种典型问

题，成员们必须一同发现机遇、分析问
题、制定决策，确保模拟公司的成功经营
及良性发展。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指导老师李国栋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沙盘模拟企业经营大
赛能够让每个参赛学生置身商业实战场
景，真实地体验商业竞争的挑战性和不确
定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综合运用、团
队合作和创新创业意识，塑造适应未来商
业挑战的高素质人才。

据悉，为了参加此次比赛，每支参
赛队伍都进行了 300小时以上的赛前
准备。

大赛由省教育厅主办，海南工商职业
学院承办。

我省举办高职院校沙盘模拟企业经营大赛

模拟企业运营 直面商业挑战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刘晓晖）10月28日至29日，

“2019海南自贸区（港）女性创新创业大
赛”总决赛在海口举行。经过初赛、半决
赛的激烈角逐，来自全省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领域的28家
创业企业（团队）晋级总决赛，参与创新
组、创意组、手工组三大组别的冠军席位
竞逐。

本届大赛搭建了海南首个女性创
新创业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全省 19
个市县的创新创业女性积极参与。她
们当中，有初涉社会便投身贫困女性教
育事业的女大学生，有利用新媒体平台
传播和销售黎锦手工制品的黎族姑娘，
有带动贫困姐妹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的
农村妇女，有受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吸引来琼创
业的“大陆妹子”……参赛女性覆盖城
乡，年龄跨度大，最小的只有19岁，最
大的已有60岁。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参加本届大赛
的152个创新创业项目种类丰富，既有传
播本土文化的传统手工艺、海南特色餐
饮，又有展现前沿科技的大数据算法、人
脸识别技术，还有涉及旅游新业态的游艇
旅游服务等。大赛现场，选手紧紧围绕产
品优势、市场空间、财务分析等方面，向专
家及评委详细讲解了创新创业项目，多角
度地呈现了海南女性投身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巾
帼风采。

出席总决赛的全国妇女联合会发展
部负责人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是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为更好
地带动全国妇女脱贫致富，全国妇联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创业创
新的一系列战略决策，不断深化“创业创
新巾帼行动”，着力完善服务妇女创业创
新服务体系。

大赛由省妇联、省人社厅、省旅文厅、
省总工会、团省委共同主办。

我省首办女性创新创业大赛
展示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的巾帼风采

“进门容易出门难”，是不少企业面临的痛点。注销与注册
都需要简化，既要快速准入又可便捷退出，破解“退出难”成为
企业的重要诉求。

如今，这一诉求得到回应。近日，海南省市场监管局出台
《注销便利化改革六条措施》，扩大简易注销适用范围、免于提
交清税证明材料、免于补刻企业公章、减少注销申请材料、尊重
股东意思自治和推动“僵尸企业”退出。这些措施使得企业的
退出渠道、退出机制更加顺畅和完善，不仅有利于净化市场环
境，激发市场活力，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实，只有畅通市场主体“退路”，经济发展才有“活路”。
市场主体退出指企业由于种种原因退出市场，注销登记，这是
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和行政监管的必然结果。与市场准入一样，
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过，与企业的准
入相比，政府对于企业的“退出”方面关注并不多，比如，在“放
管服”改革的推进中，重点主要针对企业的开办、设立和监管服
务。在具体实践中，企业退出往往面临步骤多、周期长、材料
繁、程序多等麻烦，比创建一家公司繁杂得多。长久以来，企业

“进门容易出门难”问题也逐渐凸显。
近年来，海南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企业注册开办变得

越来越便捷，极大地激发了全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市
场主体井喷式增长。但企业注销退出却没那么简单，这在一定
程度上对市场活力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这也让很多人形成
一种印象，企业开办、经营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似乎退出就无
关紧要。

但事实证明，只有张弛有度，吐旧纳新，才能促进市场主体
正常的新陈代谢。如果一味地放开，不加以清理，任由一些经
营不善、需要转型、面临倒闭甚至已被吊销执照等没有活力的
市场主体，长期在市场上苟延残喘，不仅会挤占宝贵的市场资
源，而且会减缓市场活力，造成市场信用滑坡。归根结底，放开
市场主体发展，最终还是要遵循市场规律。只有规范市场秩
序、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让企业该

“退”快“退”，破解企业“退出难”，才能真正将“放活”与“管好”
相统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然，让企业“退出难”不再难，不光要在数量上做“减法”，
更要在质量上做“加法”。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改善营商
环境是关键一环，激发市场活力尤为重要。破解企业“退出
难”，绝不能简单粗暴，除了制度保障，也需要政策激励。要在
合理保护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为市场主体的主动退出创造宽松
的条件，还要通过对退出企业转型发展的引导支持，减轻退出
企业的“阵痛”，保护各方面的转型积极性。如此才能最大限度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市场主体投身创新创业。

琼州海峡是全国最繁忙的水上运
输大通道之一。据统计，我省90%以
上的生产生活物资、30%左右的旅客以
及所有车辆都需要通过琼州海峡客滚
运输进出海南岛，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在
保障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从2013年起，琼州海峡实行“轮班

运营、定时发班”运营模式，由于两岸各
有两个港区，管理上没有很好地解决定
码头、定班期、定船舶等问题，“过海难、
过海慢”等问题继续存在，制约了琼州
海峡客滚运输的高质量发展。

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新
闻发言人刘将铭说，以前的“轮班运
营、定时发班”模式，结束了琼州海峡

客滚运输十余年矛盾不断的局面，相
对提高了旅客出行预期。但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靠泊港区不定、航班
未实现全部定点、船舶未定等新问题
逐渐凸显。

今年1月份，交通运输部将建立琼
州海峡客滚运输“班轮化”运营模式列
为“2019年交通运输更贴近民生实事”

之一。在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的指导下，
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和广东、广
西、海南三省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发了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班轮化运营实施方
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方案》
定于2019年9月1日起，琼州海峡客
滚运输全面推行班轮化运营，实现“定
码头、定班期、定船舶”目标。

实施轮班化运输、联网售票近2个月，琼州海峡通航效率如何？

过海提速更高效 便捷服务人舒心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张期
望 通讯员曹柳）海南日报记者10月29
日从海口市江东新区管理局获悉，该局发
出招聘公告，参照海口市公务员3倍薪金
标准，面向全球招募35名人才。这些引
进人才将负责江东新区开发建设、运营管
理、招商引资和制度创新等工作。

据了解，此次招聘还将按相关政策
足额缴纳五险一金。符合人才引进条件
的可申请享受人才住房租赁补贴或购房
补贴、购车补贴及子女入学等待遇。本次
招聘面向国内外，无国籍及身份限制，欢
迎国际人才踊跃报名。为充分方便来应
聘的人才，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本着“以

人为本、求贤若渴”的广纳天下人才的宗
旨，对凡参加面试且工作地在海口市外的
人员，将给予每人不超过3000元人民币
的差旅补贴。

本次招聘对人才的年龄、专业和工
作经验均有详细的要求。要求所有岗位
的人才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目的
就是为招聘年富力强的专业人才来投
身于江东新区的开发建设。招聘专业
包括规划、招商、经济、金融、法律、管理
等。同时要求应聘者具有在制度创新、
招商引资、产业规划、经济贸易、对外交
流合作、园区运营、财务会计等方面工作
经验。

海口江东新区公开招聘35人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潘彤彤

10月 28日上午，来海口探
亲的广东人刘子明在手机上买了
一张从海口市秀英港前往广东省
徐闻县海安港的船票，19点30
分，刘子明和家人已经坐在船舱
的休息厅里看电视了。“以前有时
候等好几个小时才登船，现在方
便很多，票从网上买，定点登船发
船，很快就到了。”

今年9月 1日起，琼州海峡
客滚运输全面推行班轮化运输改
革，实现“定船舶、定码头、定班
期”。同时，为保障车客便捷过
海、时间精准把握，粤、桂、琼三省
区共同研发筹建的“琼州海峡联
网售票服务信息系统”也与班轮
化同步上线运营，让旅客更准确、
更便捷、有计划安排过海时间。

这明确了琼州海峡两岸的发
班船舶、发班时间、始发港和到达
港，极大提高了通航效率。

如何促进船舶企业提高服务质量，确
保“轮班化”运营顺利推行？据介绍，监
管部门将依据船舶综合评价管理办法，组
织专家从服务质量、运营管理、安全生产
等方面对客滚运输船舶进行评分，规范
船舶企业经营管理，激活企业发展内生
动力，引导琼州海峡运输市场良性发展。

徐闻县海安新港港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金虹说，“轮班化”运营两个月来，海

安新港通过“沙盘推演”，将24小时的港
口作业模型基本确定，时间、船舶、泊位、
港池、航道、锚地、作业场地等提前做好
计划，使得港口生产更加有规律、更加有
序，因此也更加高效、更加安全。

为争取获得选择班期优先权，运输
企业也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安全管理
水平，船舶进出港不再争抢航道，船舱
的卫生条件、引导服务也在加强。10

月28日，在“紫荆二十二号”船上，海南
日报记者看到船上的公共卫生间、休息
大厅干净整洁，上下船时会有船员在通
道引导方向，并提醒上下楼梯注意安
全，服务十分到位。

随着两岸的服务保障和基础设施
能力日趋完善，未来琼州海峡通航效率
还会继续提高。目前，广东省徐闻南山
港正在抓紧建设中，计划年底投入试运

营，琼州海峡海上航行里程将由24海
里缩短至12海里，预计海上航行时间
将压缩一半以上。

省交通厅厅长林东表示，省交通运
输厅将统筹完善新海港区的配套设施
建设，包括综合枢纽设施、周边路网、停
车场等，让两港衔接更加顺畅，并研究
整合航运企业，形成联盟，让运营更加
高效。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

直击老痛点 解决“过海难、过海慢”

出行新体验 “手机在手、想走就走”

“‘班轮化’运营后，船舶发班班次
增多了，从以前一小时提高到现在每半
小时就发一次班。”广东省交通厅海峡
办主任温万君说，“班轮化”运营后，增
加了发班密度，缩短了旅客司机在港口

候渡时间，码头运转效率也得到极大提
高，且大量减少了船舶海上滞留时间，
降低了船舶来往的安全风险隐患，航线
的竞争力得到提升。

实施“定船舶、定码头、定班期”后，

琼州海峡在原运输模式基础上增加了
每日的航班密度，淡季时至少半个小时
发一个航班，部分高峰时段15分钟发
一个航班，大幅缩短了旅客过海时间。

“定码头、定班期、定船舶”还带来

了一种更便捷的出行模式——预约过
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预约购票，
司机、乘客只需要通过微信、APP等提
前购票，预约时间为7天，可真正实现

“手机在手、想走就走”的优质体验。

生产更安全 船舶进出港不再争抢航道

新能源汽车受到我省部分村镇地区消费者青睐

新能源汽车刮起新能源汽车刮起““田园风田园风””

➡ 徐闻县海安新港港口内正在
航行的船舶。 通讯员 黄敬华 摄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共执行班期73597359班次

■运送旅客174174..33万人次

■运送车辆4040..66万台次

■同比分别增长1010..77%%、、11..22%%、、33..55%%

自9月1日
至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