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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机场日进出港航班
恢复到118架次

受疫情影响，三亚进出港航班一度
大幅减少。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
好，三亚市积极推动协调各航空公司恢
复重点客源地航班。目前，三亚凤凰国
际机场日均进出港航班达到118架次。

1月19日，三亚凤凰机场进出港航
班426架次。受疫情影响，进出港航班
不断减少，1月29日减少到346架次，2
月17日降到低点，仅74架次。据川航
海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期
间，川航飞三亚航班日均仅剩8架次。

三亚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恢
复生产，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先恢复三
亚重点客源地航班。

据了解，川航不仅推出定制包机服
务，还持续恢复执行国内航线，执飞三
亚与北京、贵阳、兰州、温州、绵阳、西
宁、乌鲁木齐、泸州、郑州、桂林、银川、
宁波、沈阳、宜宾、西安、长沙等地之间
的航班。海南航空目前恢复涉三亚航
班23班，其中三亚进港航线有：南昌
⇀三亚、合肥⇀三亚、广州⇀三亚、呼
和浩特⇀三亚、北京⇀三亚、贵阳⇀三
亚、成都⇀三亚、长沙⇀三亚等；三亚
出港航线有：三亚⇀南昌、三亚⇀合
肥、三亚⇀呼和浩特、三亚⇀贵阳、三
亚⇀郑州、三亚⇀成都、三亚⇀西安、
三亚⇀长沙、三亚⇀北京等。

南航海南分公司迅速恢复多班次
进出三亚航班，如三亚⇌广州每日3
班，三亚⇌北京每日3班，三亚⇌上海
每日2班，三亚至郑州、成都、昆明等重
点城市的航线均陆续恢复。

3月9日，三亚凤凰机场进出港旅
客突破1万人次，达到12056人次，较
低谷时的2月17日增长了1倍多。

助旅游企业度过缓冲期

三亚快速兑现奖补政策
为帮助旅游企业有效应对疫情尽

快恢复生产，三亚市政府2月7日出台
“旅游十条”扶持政策，设立多类专项奖
补资金用于稳定旅游市场。三亚相关
部门迅速行动，截至2月24日，已落实
各类扶持资金8.5亿元。

疫情发生后，三亚市旅文局联合三
亚旅游联合会组织企业积极申报奖补
资金，三亚市发改委、财政局、交通局、
住建局、资规局、金融发展局大力支持，
相关水电气企业积极配合，推动“旅游
十条”政策快速落地。不到20个工作
日，为 70 家旅游企业发放奖补资金
6223.8万元；为383家旅游企业成功办
理缓交和减免税款2834.3万元；银行
等金融机构共为该市37家旅游企业新
增发放贷款金额4.07亿元，为42家旅
游企业办理贷款展期、调整还款计划
3.56亿元。

三亚千古情旅游演艺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些补贴资金如同“雪
中送炭”，能缓解大型旅游企业遇到的
困难，帮助旅游企业渡过难关，提振企
业发展信心。三亚千古情景区将充分
使用好这笔资金，稳定工作岗位、提升
员工专业技能，科学防控、持续提升产
品品质，树立文化自信，积极推动三亚
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同时，将创作更
加丰富多元的演艺产品，进一步提升
演艺项目品质，为战胜疫情、推动文旅
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多家旅游企业表示，面对疫情，三
亚市政府快速响应，紧急出台了“旅游
十条”，有效提振企业的信心，将全力做
到不裁员、不停业，与政府携手共克时
艰。同时充分利用这一窗口期，响应政
府号召，提升服务、升级硬件，围绕建设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打造一批更有吸引
力的旅游产品，力争疫情过后三亚旅游
业以崭新形象率先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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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复工复产、招商揽才取得积极进展

夺取“双胜利”三亚在快跑

天涯春来早。3
月8日，最后一名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治
愈走出三亚中心医
院，三亚实现确诊病
例住院数“清零”。
琼南大地一扫阴霾，
处 处 是 春 天 的 气
息。随着一个又一
个重点项目的复工
复产，一项又一项扶
持企业的政策兑现，
三亚正朝着新的使
命奋进。

三亚市委市政
府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和重要批
示指示精神，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部署，毫不放松抓
好疫情防控工作，统
筹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最大程度降低疫
情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奋力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为承
接海南自贸港政策
落地打下坚实基础。

经济复苏 呈现新气象

“今天早上8点我就出车了，街上人一天比一天多，我
们出租车生意一天比一天好。”陈师傅来自河南省南阳市，
在三亚开出租车3年，他说，进入3月份心情很好，昨天跑了
130多公里，收入170多元。

陈师傅3月8日上午10点出车，先送一名乘客到三亚
高铁站，等候1个多小时后，送一名乘客去三亚湾的酒店，
随后又在市区转了几圈接了几单生意，下午先后送乘客去
凤凰机场等地，忙到晚上7点才回家。

“受疫情影响，大年初一我就停车了，宅在家20多天，
实在待不住，2月20日我出车了。”陈师傅说，出车的头几
天，街上人特别少，有时跑二三十公里接不到一个客，到高
铁站等客，两三个小时才能等到一个客，最惨的一天跑了
120多公里才收入70多元。

疫情对出租车行业打击很大。2月初三亚出台扶持政
策：2月份全市出租车管理费减半。3月初三亚市政府在
调研后出台补充政策：2月份的出租车管理费全免。陈师
傅说，2月份出租车管理费最终全部减免符合实际，顺应
民意，大家觉得非常暖心。

出租车行业是三亚众多行业在政府扶持下复苏的一个
缩影。

崖州湾科技城迎来新兵。“2020年，在远方的我，来
了。我也以最诚挚的敬意，期待天下九州‘脚踏实地、胸怀
理想’的英才俊杰们的到来，让我们一起携手，实现‘新崖
州、新三亚’的发展改革之梦。”这段有感染力的文字，是崖
州湾科技城新招聘的城小二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副总经理蔡
振飞近日写好的一篇文章的结尾。

蔡振飞原是杭州一家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前不久，崖
州湾科技城管理局面向全球招聘人才。他通过网上“屏对
屏”的方式通过初始、复试，3月7日到三亚入职。“我希望马
上进入工作状态。”蔡振飞说，他未来的工作就是为崖州湾
科技城建设招聘人才，他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写了这篇文章，
就是想告诉有意参与崖州湾科技城建设的全球英才，他为
什么辞掉杭州科技企业的高管职位，不远千里赴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开启新的人生。

这篇文章5400多字，写得诚恳、富有感染力。文章结
尾署名时，他特别加了一句“一个初到三亚，初到崖州湾的
奋斗者。”

招商引资连轴转。李洁是三亚市投资促进局三处负责
人，3月10日上午8点到办公室，忙到中午12点半才吃午饭。

上午8点半，李洁和投资促进局领导班子接待国家税务
总局三亚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赵文晓一行，开会商讨成
立服务专班，解决企业开票纳税遇到的新问题，为企业提供
更高效的服务。上午10点至11点多，李洁陪同三亚市领导
先后与中国金茂三亚公司、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洽谈，推动落实合作事宜。

三亚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投资者纷纷涌
进三亚寻找商机，李洁每天都很忙。3月9日下午，成都宽
窄巷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一行来到三亚，
李洁陪同其拜访三亚有关部门，了解三亚详细控规，去海
棠湾现场选址。

当天下午5点，李洁回到投资促进局准备2020年三亚
重大产业项目集中云签约材料，临时接到通知：大唐集团近
期将有10多名高管进驻三亚开展工作，希望帮助尽快找到
合适住处。李洁放下手头工作，立即在三亚市相关区域考
察3个小区，选好10套房，并拍图发给大唐公司相关人员。

2020年三亚重大产业项目集中云签约仪式即将举行。
李洁说，三亚市政府和崖州湾科技城将与上海世贸有限责任
公司、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集中签约，这是今年
三亚招商引资重头戏，必须加班加点做细做实对接服务工作。

1月22日，三亚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确诊，突如其来的
疫情如阴霾笼罩琼南大地，三亚全面打响疫情防控阻击
战，各大景区暂停营业，主要公交线路停运，大型活动全部
停办……整个城市一度陷入停滞状态。

根据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三亚市委市政府科学施策、
精准防控，带领全市人民奋战40多天。3月8日，随着最后
一名确诊病例治愈出院，三亚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各
行各业呈现出全面复苏的新气象。

3月9日，三亚凤凰机场进出港航班恢复到118架次，
天涯海角景区迎客 1100多人次，三亚国际免税城迎客
2000多人次，全市主要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全市2000多辆
出租车恢复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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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抓防控 复工赢先机

疫情发生以来，三亚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出台六项措施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实施分
区分级精准防控，有序恢复正常生活秩
序，有序推动和组织企业复工复产，不
断寻找防疫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全力
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

抢时间复工复产，三亚在全省率先
采用包机接外省工人快速返岗。2月
24日18时，由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飞
来的HU7634航班缓缓降落在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119名贵州籍返岗人员顺
利飞抵三亚。这是海南首批采取包机
接回的返岗复工人员。

23岁的陈伯培是广东省茂名人，
是三亚大悦环球中心项目工地挖机
手。他2月24日返回三亚，第二天施
工单位就安排他核酸检测。结果很快
出来：一切正常。他迅速返回工地，一
边做好自我防护一边抓紧工作。

“利用核酸检测技术保障工人安
全，使项目能够加快复工。”大悦环球中
心项目负责人刘鹏说，目前工地工人返
岗率已经超过80%。

为服务保障复工复产，返琼工人上
岗前，三亚组织相关部门对他们近14
天内往来史、接触史进行排查，并集中
安排9家隔离留观酒店共计3510间
房，为返岗工人提供隔离医学观察服
务，同时充分利用三亚日均核酸检测能
力超千份的优势，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目前完成近2万名返岗复工人
员核酸采样。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项目建
设，三亚两手抓两手硬。面对疫情带来
的挑战，三亚大小项目迎难而上，掀起
复工复产热潮。目前，该市复工项目已
达148个。

“我们项目拟建25栋住宅楼，现
已完成 21栋楼的主体结构施工，大
约完成了工程总量的70%，目前正在
进行砌砖、批灰等施工作业。”3月 3
日，在三亚市天涯区西瓜芒果片区棚
户区改造（一期）项目现场，戴着口罩
的工人正在有条不紊地操作着机械
设备，随着搅拌机不停地转动，一车
又一车的混凝土“喷涌”而出。项目
施工方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执行经理张景辉说，自2月25日
复工以来，该项目受疫情影响出现过
施工材料紧缺、技术工人无法及时返
岗等情况，但在政府多方协调下多方
面困难已解决。

戴口罩、测体温、登记信息……3
月3日，在崖州湾科技城产业促进中心
项目施工现场，218名工人紧张有序地
进行展陈、幕墙、屋顶防水及室外绿化
施工。“我们项目一直处于施工状态，随
着外地工人陆续返岗，施工速度正逐步
加快。”项目经理赵红阳介绍，连日来，
崖州湾科技城努力降低疫情对生产经
营的影响，抢抓春节后施工的黄金季
节，争分夺秒复工复产。

为切实做好项目复工保障工作，解
决企业复工后顾之忧，三亚市委市政府
成立由市委常委、副市长为组长的政府
复工服务保障综合协调小组，对各个项
目开复工进行调度，积极帮助企业协调
解决材料供应不足、防疫物资短缺、物
流不畅等问题，为重大项目顺利开复工
创造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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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对屏”招商 网前揽人才

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招商引资与招揽
人才是关键。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虽然限制
了人员流动，但挡不住三亚招商揽才的势头。

2月19日，三亚投资促进局与中国大唐
海外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水晶石数字科技公
司、中德合作组织分别召开视频招商会，“屏
对屏”洽谈推动公司注册与项目落地。2月
26日，中国大唐在三亚组建成立大唐国际能
源服务有限公司和大唐国际燃料贸易有限
公司。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通过线上招商，与多
家龙头企业实现对接。3月3日，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科大讯飞股份公司、招商三亚
深海科技城开发公司三方通过“云签约”方
式签合作协议，标志科大讯飞入驻崖州湾科
技城。近期，亨通集团、隆平高科、中船蓝泰
加速器等18家科技企业都将签约落地。

三亚中央商务区对标自贸港建设要求，
立足邮轮游艇、免税购物、总部经济和金融
等重点产业开展“屏对屏”精准招商，加大对
皇家加勒比、诺唯真等国际知名邮轮企业的
招商引资力度，对接全球最大的邮轮集团嘉
年华；推动LVMH、DUFRY、北京华联集团
（SKP）在中央商务区设立区域总部，发展总
部经济。

加大线上招商引资力度的同时，三亚还
“屏对屏”面向全球招揽人才。2月22日，崖
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以网络视频面试的形式，
对12名入围人员进行复试。三亚中央商务
区管理局面向全球招聘人才，通过线上初试
复试，最终从2800多报名者中拟定了116名
入围人选。

抢时间赶进度，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
最低，三亚早谋划快行动。该市2月5日出
台《三亚市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旅游企业
发展十条政策措施》《三亚市冬季瓜果蔬菜
产销扶持政策措施》；2月8日出台《三亚市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进一步支
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意见》；2月12
日出台《关于在疫情期间支持建设项目安全
有序复工的措施》；2月15日，出台《三亚市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保障项目建设的政策措
施》……一项项政策措施落地，树立起正向
预期，增强各行业对自贸港建设的信心。

战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琼南大地迎来
了一个充满发展机遇的春天。三亚人民一
定能在全力应对疫情防控、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海南自贸港建设“三个大考”中交出
合格答卷，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

3月7日，顾客在三亚国际
免税城选购免税商品。

3月7日，游客在三亚蜈支洲岛
旅游区体验水上项目。

2月27日18时27分，由重庆江北机场飞来的3U8760航班降落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102名返岗复工人员顺利抵达三亚。这是三亚以包机形式接回的第二批返岗复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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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在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产业促进中
心项目工地，工人戴着
口罩在紧张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