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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观察

“在手机上打开百度地图，就能搜到发热
门诊，还能查到确诊患者的活动轨迹，真是科
技改变生活！”2月22日，海口市民黎女士赞
叹道。在朋友的推荐下，她通过支付宝App
在线申请了海南健康码，更加方便了复工出
行。

2月18日，海南省健康一码通系统上线，
结合防疫大数据信息比对校验后生成个人专
属二维码，实施“红码、黄码、绿码”三色动态
管理，用作复工出行的依据。截至2月26日
20时，全省累计有502.7万人领取健康码。

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海南逸盛石化有
限公司是国内大型PTA和PET生产企业，整
个疫情期间都在满负荷生产，为下游防疫物
资生产企业提供原材料。

“没想到税务部门的服务既有速度又有
温度，刚上班第一天主动联系我们，在网上对
我们开展一对一政策辅导，指定专人为我们
开通了绿色通道服务，让人感觉很暖心。我

们企业前一天申报的出口退（免）税，两百多
条明细合计免抵退税额580余万元，第二天
就全部审核完毕了，有效减轻了资金压力。”
海南逸盛石化财务总监龚艳红说。

疫情期间，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南省税务
局均出台专门税收政策，为企业减轻负担。
基于此，洋浦税务局根据石化企业的特点，推
出了“容缺后补，即审即退”的措施，加快办理
出口退税。退税的平均办理时限由原来的4
天压缩至1天，退税款快速到账，助力企业平
稳有序复工复产；

海南政务服务网提供24小时线上办事
服务，通过推广“不见面审批”避免线下跑动，
结合物流快递邮寄申办材料和送达证照结
果，最大限度减少大厅人员聚集，避免交叉感
染；

省工信厅及时发布148个信息化应用解
决方案，涉及疫情防控、远程办公、在线教育、
视频会议、企业信息化等，可为我省疫情防控

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提供较好的信息技术支
撑；

线上“零距离”对接招商、线下为投资
者跑腿服务，海南国际经发局创新工作方
式，积极推进招商引资各项工作，“你投资
我跑腿”，积极为投资者提供更优质的投资
服务；

我省积极利用海南自贸港招商引才网等平
台开展线上招商，推出系列网上招商推介会，招
商工作在线上“跑”起来。洋浦经济开发区网上
招商推介会、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网上
招商推介会、海口高新区网上招商推介会、海口
综保区网上招商推介会、海南生态软件园网上招
商推介会、屯昌网上招商推介会、琼中网上招商
推介会等最近陆续在海招网上线；

……
防控不放松、政务服务不掉线，海南各级

各部门“非常时期”发力，持续夯实海南营商
环境基石。

疫情挡不住企业复工复产步伐。海口美兰
机场二期、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文明东越江
通道、海口哈罗学校、海秀快速路二期、三亚西
水中调项目一期等多个省重点项目春节迄今一
手抓防控、一手继续施工。齐鲁制药、海口复兴
城等企业和园区也纷纷复工复产。

当前全省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正处在
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要有序有力统筹抓好复工复
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
生产生活的影响，确保实现全年各项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

项目建设是抓实复工复产的重中之重。
海南炼化百万吨乙烯及炼油改扩建工程项

目是海南省和中石化重点工程项目，项目建成
投产后，将直接拉动价值超过1000亿元的下游
产业，极大地促进下游产业发展。受疫情影响，
项目进度滞后超过20天。为了把滞后的工期
抢回来，洋浦经济开发区、项目业主、施工单位
群策群力，强化复工后疫情防控综合应急能力，
项目实行分批有序开工，正开足马力抓紧建设。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工地，项目
业主和施工单位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300
多名工人“春节不停工”，目前已完成工程总进
度的75%，力争今年上半年完工。不远处，海口
国际免税城项目第一批56名已返岗的技术工
人正紧张作业，该项目总投资约128亿元，是海
南自贸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之基，招商引资、引进
项目则是畅通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海南聚焦

“三大主导产业”“十个重点开放领域”“五大平
台”，充实招商引资项目库、人才资源库，做好项
目策划和资源储备，确保疫情平息后、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能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好
高质量的招商引资。

2月21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
理局和腾讯公司通过线上会议远程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这是我省稳步开展复工复产以来签约的
重大合作项目之一，双方将携手推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发展。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管理局局长顾刚说，乐城管理局将与腾讯携手共
同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和医疗科
技创新平台。

园区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的重要平台，
海南规划建设海口江东新区、洋浦经济开发区、
海口高新区、崖州湾科技城等三大类20个重点
园区，努力把园区打造成自贸港做大流量的“量
点”和突出实效的“亮点”。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当前我们要扎实做
好四个政策包的落实、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划
定、招商引资、船籍港和船舶注册租赁政策落地、重
点项目建设、已签约项目落地建设等12项重点工
作。”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周军平表示。

省商务厅厅长陈希透露，该厅正会同有关部
门，抓紧研究完善“一负三正”四张“零关税”商品清
单。结合“零关税”各项政策，对飞机融资租赁、船
舶融资租赁等近期能签约或落地的项目进行梳理
推进，与目标企业展开对接，争取实现早期收获。

及时梳理省重点项目用工缺口、工种分类，建
立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及时发布用工信息和农民
工短期培训计划，保障重点项目复工开工。海口
对于纳入省市重点工程项目，立项后即可开展勘
察、设计招标；开辟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绿色通
道”。三亚对经批准的重点项目可先行用地；允许
企业提取项目预售监管资金，最高提取比例为总
监管额的90%……

回首疫情发生以来，海南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抓实抓细复工复产各项工作，把压力转化为
经济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统筹推
进全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全力应
对疫情防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三个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本报海口2月26日讯）

“非常时期”非常发力 防控不放松，政务服务不掉线

⬇我省将疫情防
控、有序有力推进复工
复产当作优化营商环
境的“试金石”。图为
洋浦经济开发区内的
海南炼化年产百万吨
乙烯项目春节后复工
现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郝少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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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不停步 复产有力度 服务加速度 惠企有温度

非常时期 海南营商环境成色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罗霞
邵长春 王培琳

疫情对企业的
影响有多大？今年2
月前两周国内乘用
车零售销量 4909
辆，同比骤降92%；
海马汽车海南基地
同样步履维艰。

服务有多细？
洋浦经济开发区与
五指山市直接对接，
一次解决重点项目
用工2000余人。

复工复产有多
快？政企同心，康芝
药业 8天建成海南
首条一次性医用口
罩生产线。

统筹推进全省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将疫情
防控、有序有力推进
复工复产当作优化
营商环境的“试金
石”——在这场大考
中，海南各级各部门
积极应对，奋力答好
优化营商环境的海
南答卷，努力为承接
自由贸易港政策打
牢基础，力求早安排
早收获。随着疫情
防控工作向好发展
及推动复工复产措
施的不断完善和落
地，外界对海南自贸
港发展信心不断增
强。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海南省生产消杀用
品的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一直加班加
点生产。在了解企业生产情况和资金需求
后，农行海南分行立即上下联动，启动业务绿
色通道，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仅用1个工作
日，便为企业审批授信2000万元，并首笔投
放131万元贷款，确保战“疫”企业不断链。

疫情防控期间，资金流是中小企业发展的
关键。海南银保监局要求辖内金融机构实施差
异化优惠金融服务，支持复工复产。实施清单
制管理，“一企一策”做好金融服务。海南各家
金融机构也积极行动，纷纷开通信贷“绿色通
道”，为企业纾困解难。

“三亚对中小企业2020年一季度应缴纳
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予以减免，这一
政策非常好。”三亚宝宏旅业有限公司财务人
员聂雅娜说，受益于该政策，公司今年首季度
可减免税费约70万元。

据介绍，为抗击疫情，国家财税部门，省
委、省政府以及省税务部门接连出台一系列
减税政策和解读文件，我省减免第一季度中
小企业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政策，将惠及我
省所有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及自然人，预计减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
税8.9亿元。

2月16日，我省发布“海南省复工复产企业
疫情防控综合保险”产品，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
护航。此款保险是我省各相关部门在了解企业
需求之后，3天之内研发出的创新产品，是我省

“政保合作”的创新产品，也是全国首个针对复
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风险设计的保险产品。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起草并报请印发支持
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八条措施、帮助企业复
工复产的七条措施，从稳定企业用工、减轻税
费负担、强化金融支持、保障原料供应等多方
面靶向发力，帮助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
生产经营困难。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及时印发《关于做
好疫情防控期间自然资源和规划服务保障工
作的通知》，明确防疫急需使用土地的，可以
先行用地、先行建设；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应保尽保，计划指标挂账使用。

省公安厅第一时间出台服务保障企业复
工复产十三条措施，包括深入推行“互联网+公
安政务”服务平台服务；放宽到期业务办理和
认可时限；确保重点建设项目周边治安环境安
全；实施道路分级交通管控，开通交通运输应
急“绿色通道”；深入推进“百万警进千万家”活
动；加急办理特殊人员出入境证件；建立涉疫
涉企警情快速响应处置机制；严打涉疫涉企类
违法犯罪等，努力为全省经济发展营造安全稳
定的治安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此外，
我省公安机关将配合卫健、交通、铁路、港航、
机场等部门，在全省汽车站、火车站、码头、机
场，增加执勤警力，启用“扫码核查登记系统”，
快速做好返琼人员信息登记、体温检测、社区
分流等工作，确保入琼人员进得来、查得快、行
得安全。

2月17日，是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
限公司全员复工的日子。在厂区门口，戴着
口罩的员工一一接受体温测量后才进入厂
区，进入公司的车辆也均经过了消毒处理。

“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实现复工复
产，生产、物流、销售、后勤已有序恢复运作。”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防护物资紧缺的情况
下，公司借助各种渠道，为所有员工配备口
罩。同时，经省商务厅等部门的帮助，企业物

流方面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为助力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复工复产，

省商务厅指定专人跟踪了解重点外商投资企
业生产及人员复工情况，详细询问企业遇到
的问题困难，竭诚为外商投资企业在特殊时
期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与相关部门和市县
一同积极做好要素保障，解决企业难题。

政企合力攻坚克难，一批海南外资企业陆
续复工复产。省商务部门提供的重点外资企
业摸排情况显示，海口、三亚等地大部分重点
外资企业已逐步实现复工复产，欧绿保神州
（海南）新能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海南金盘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康宁（海南）光通信有限公司等企业积极
开拓业务，想方设法减少疫情对发展的影响。

海口海关及时制定出台16条措施，靠前
服务，从保障物资快速通关、延长海关办理期
限、简化海关办理事项、降低疫情影响等4个
方面帮扶关区重点行业和中小微企业应对疫
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和进出口困难，促进外贸
平稳发展。

“近期如果有出口计划，可随时与海关联
系通关。”2月12日，海口海关所属海口港海
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宜泳拨通了通威（海
南）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的电话，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海口
港海关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今年春节以
来，海口港海关共监管出口水海产品198.8
吨，价值540万元。

针对当前企业面临的资金难、运输难和
用人难问题，洋浦经济开发区研究出台减免
或缓交房屋土地租金等五条措施，解决企业
融资难问题。

连日来，针对疫情防控形势，我省各级各
部门密集出台暖企惠企政策，“马上就办”为
企业纾困解难，以实际行动擦亮海南营商环
境成色。

“马上就办”纾困解难 密集出台暖企政策，擦亮营商环境成色B

做大“量点”突出“亮点”
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作，
推进自贸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