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居型商品住房
主要面向无房或人均住房面积未

达到平均水平的居民家庭销售，限定
销售对象、销售价格、套型面积和转让
条件，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方式
建设，具有政策保障性质的商品住房。

安居型商品住房售价由各市县按照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物
价水平、建设成本等实际情况确定，并在
一定年限内实行封闭流转制度。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伍昭
静 刘飞）海南日报记者3月7日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
公司获悉，随着我省企业复工复产，连日来海南工商企
业用电量及用电负荷逐渐回升，3月3日海南工商业企
业用电量较2月10日用电量增长64%，企业用电需求
明显增加。

电量监测显示，截至3月3日，全省日均用电量超
过2019年12月日均用电量80%的工商业企业已达
12.01万户，占比54.95%。

据悉，目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
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用电量提升最为明显；
我省55家较大制药企业日均用电量已达到2019年12
月日均用电量的112.75%，反映我省医药企业已进入良
好的生产状态。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海南电网公司主动靠前服务，
加强与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联系，每天滚动梳理全省
防疫重要保电客户清单，采取“一对一”“全天候”服务模
式，24小时实时监测客户供电情况，保障供电稳定。为
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后的电力供应，海南电网公司推出远
程服务及重要客户上门服务模式，加快满足中小微企业
新增用电需求，助力中小企业保经营、稳发展。

据悉，南方电网公司还出台了6项举措化解中小
企业用电困难，对企业办理基本电费计收方式变更、减
容恢复、暂停恢复等变更业务用电需求实行当天受理、
当天办结，切实为企业减少经营成本。

我省企业积极复工复产，用电量明显回升

12万户企业日均用电量
恢复去年底八成水平

用电量提升最为明显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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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3月7日电（特派记者
孙婧）3月7日下午，湖北省新冠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在武汉召开
第40场新闻发布会。海南日报记者
从新闻发布会现场了解到，截至目前，
海南全省累计向湖北捐赠各类医疗物
资32万件（台、个、瓶），各类生活物资
6000多吨。

截至3月6日，海南7支医疗队864

人，先后在武汉、荆州两地的22家医疗
机构，累计管理患者2272例，治愈患者
873例，对929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搜
索到密切接触者823人，采集拭子样本
1201份。

其中，在对口支援的荆州市，海
南医疗队起到了疫情压舱石的作
用。荆州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在洪湖，
前方指挥部先后派出在荆州的4批

78名医护人员驰援洪湖，全方位指导
定点医院的医疗救治和部分乡镇的疫
情防控工作，为洪湖市抗疫决战取得
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物资支援方面，海南也举全省
之力，竭尽所能帮助湖北打赢这场人
民战争。其中医疗物资方面，海南一
共支援了9批次49种医用物资设备，
共计32万件（台、个、瓶），包括呼吸机、
护目镜、防护面罩、防护服、N95口罩、
远程医疗设备、药品、耗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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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7支医疗队864人支援湖北抗疫
累计捐赠医疗物资32万件、生活物资超6000吨

琼鄂同心 共抗疫情

我省密集出台纾困政策，旅游企业居危思变

政企共谋旅游消费疫后重振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周
晓梦）为落实省委书记刘赐贵有关
指示精神，3月7日上午，省调研组
到海口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园调
研，并召开全省互联网产业发展座谈
会，听取各方产业发展思路以及对推
进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

近年来，我省互联网产业保持
良好发展态势，产业发展基础和动
力不断增强。当前，在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我省互联网产业逆势增

长，今年1-2月营业收入预计103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

“复兴城目前注册企业784家，
去年营业收入122亿元”“京东去年
在海南的互联网产业、电商交易金额

约600亿元”“预计2020年腾讯海南
公司将实现业务收入40亿元”……
在座谈会上，来自复兴城互联网创新
创业园、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南腾讯
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京东云计算有限公司等互联
网产业园区和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
建设海南自贸港，互联网产业大有可
为，要抓住机遇谋划好下一步发展。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指

出，要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布
局，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高质
量发展和开放型现代化经济体系建
设，在互联网“千亿产业”上集中突
破，从发展思路上， 下转A02版▶

省调研组到海口复兴城调研互联网产业发展情况时要求

加快推进互联网信息产业发展 着力打造千亿级产业

本报海口3月7日讯 （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3月7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房地产
政策新闻发布会获悉，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城市主体责任制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创新提
出发展安居型商品住房，3月7日起，
对在我省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
本省户籍和常住居民家庭（含夫妻双
方及未成年子女），停止向其销售安
居型商品住房和市场化商品住房，并

规定新出让土地建设的商品住房实
行现房销售制度。

《通知》提出，通过发展市场化
商品住房、市场化租赁住房，满足省
内居民多层次居住需求和省外居民
旅游租赁住房需求；通过加大公共
租赁住房保障力度，满足困难群众
的基本住房需要；通过发展安居型
商品住房，满足居民家庭基本住房
需求。其中，安居型商品住房是我
省参照省外做法并结合海南实际，
创新提出的住房类型，目的是让符合

条件的本地居民家庭和引进人才，
能够以与自身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价
格购买一套住房，提升其获得感、幸
福感，真正享受到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红利。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已将稳
妥推进安居型商品住房建设列为
重点工作任务之一。近期，我省拟
在需求较大、住房价格较高、住房
问题较突出的市县开展安居型商
品住房试点建设。具体轮候条件、
销售价格、分配次序等在试点建设

中逐步完善。下一步，将根据试点
情况，总结经验，分步实施，逐步
推开。

《通知》提出本地居民购买多套
住房的限购政策，对在我省已拥有2
套及以上住房的本省户籍和常住居
民家庭（含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
停止向其销售安居型商品住房和市
场化商品住房。

《通知》还提出，新出让土地建设
的商品住房，实行现房销售制度。

（相关报道见A02版）

我省推出安居型商品房并全面实施商品房现房销售制度
对已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地居民家庭停售住房

名词解释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梁振君）从2020年开
始，海南将对全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分批给予建
设运营补贴。

省发展改革委3月6日发布的关于做好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补贴工作的函显示，从明年开始至
2025年，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补贴每年申报一次。
为确保补贴资金纳入省财政年度预算，每年2月底前各
市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主管部门要出具审核意见。

海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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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提出2030年起“禁售燃
油车”。根据《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
（2019—2030）》，我省将以构建覆盖海南的充电基础
设施服务网络、促进各类型新能源汽车发展应用为目
标，桩站先行、适当超前推进海南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到2020年底，全省计划累计建成充电桩7万个；到
2030年底，海南新能源汽车计划累计推广应用约100
万辆，充电桩累计建设94万个。

我省今年起对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分批给予建设运营补贴

2019年12月31日前建成投运、通过验收、对
社会运营、接入省级充电基础设施信息管理平台的
充电基础设施

3月7日，游客在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体验水上项目，感受海洋魅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李佳臣 特约记者张振
豪）今年1月至2月，海口海关所属
马村港海关共监管放行跨境电商网
购保税进口申报清单7.8万单，同比
增长5.5倍，票数已达2019年全年
监管放行总量的49.4%，总货值达
4219.6万元，我省跨境电商业务继
续保持高速增长。这是海口海关3
月7日透露的信息。

为帮助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马村港海关积极谋划、全力帮扶

企业复工复产：建立帮扶服务组，依
托互联网召开企业线上座谈会，提
前摸排辖区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在
线解答企业通关疑难问题。全面贯
彻落实海关总署及海口海关帮扶企
业“防疫情、稳外贸”措施，实施“零
跑动”网上申报、预约通关、“随到随
放、随到随验”、证书“非接触”申领、

税款延期缴纳网上办等举措，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截至2月底，区内
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企业已全部实
现复工复产。2月，马村港海关监管
放行跨境电商进口申报清单2.8万
单，同比增长2倍，保持了高速增长
势头。

为推动跨境电商业务发展，马

村港海关在落实“先入区、后检测”
“抽样后即放行”、跨境包裹通关“一
站式办理”等便利化措施基础上，继
续推出应用企业资源计划（ERP）、
仓库管理系统（WMS）等管理系统
且对具备海关监管条件的区内企
业，实施网上监管；区内企业向海关
申请注册登记、备案或变更的，实行

网上办理；积极协助区内企业成为
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企
业等多项具体措施。

马村港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做好疫情防控、帮助企业复工复
产的同时，海关将结合区内实际继
续加大帮扶力度，不断优化监管流
程，促进跨境电商业务发展。

今年前两月跨境电商业务增长5.5倍

补贴范围包括:

省级充电基础设施信息管理平台

2019年12月31日前建成投运、对外运营、接
入省级充电基础设施信息管理平台的换电站

不对社会营
运的专用桩、自
用桩、换电站不
在补贴范围内

制图/张昕

（A03版）

向战疫一线的
她们致敬

55家较大制药企业
日均用电量已达到

2019年12月日均用电量的

112.7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