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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签出我省
第一张槟榔价格指数保险的保单

至此，海南“三棵树”产业特色农险全部落地

海南首单天然橡胶收入保险落地

椰子苗木保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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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王培琳 李佳飞 通
讯员杨国锴）海南日报记者3月21日从人保财险海南
省分公司获悉，近日，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已在万宁
市和文昌市签出首批椰子树种植保险保单，标志着海
南椰子种植农业保险正式落地。至此，海南椰子、槟
榔、橡胶“三棵树”都已有产业保险。

据了解，椰子苗木综合保险的保险金额参照苗木
的规格、育苗成本及管护费用而确定，每株保险金额不
超过100元。椰子苗木综合保险保障范围广，由于雷
击、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寒
害、旱灾、地陷、崩塌、地震、爆炸等各种自然灾害和病
虫害等原因，造成保险苗木的死亡，且死亡率达到8%
（含）以上时，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负责赔偿，首批投保
的种植户来自万宁和文昌。

椰子是海南农业支柱产业之一，近两年来，海南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包括椰子产业在内的海南“三棵树 ”
产业发展，把椰子产业作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重点产
业。目前海南椰子种植面积达50.4万亩，全国98%的
椰子种在海南，椰果年产量约2.23亿个。

为提升企业和农户投身椰子产业的积极性，解决
椰子种植企业和农户，尤其是新品种种植户后顾之忧，
海南人保财险联合江泰保险经纪公司海南分公司针对
椰子种植面临的风险特点，经深入研究和实地勘查，形
成特色保险产品方案并报海南银保监局备案。

我省首批椰子苗木
综合保险落地

三大主导产业项目34个，总投资 1461亿元，年度投资计划233亿元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项目6个，总投资64亿元，年度投资计划 12亿元

民生公共服务项目26个，总投资429亿元，年度投资计划 119亿元

低碳、生态环保项目 11个，总投资 13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8亿元

“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项目28个，总投资 1684亿元，年度投资计划285亿元

项目类别涵盖三大主导产业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等5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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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况
昌勋）3月21日，省长沈晓明在海口
看望慰问坚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
线的民警和社区干部，并主持召开座
谈会听取相关行业代表对复工复产
的建议。

沈晓明先后来到省公安厅参与
防控职能部门、海口港码头派出所、
世贸雅苑小区，看望慰问一线民警和
社区干部，并听取疫情防控研判、境
外疫情输入防控等工作汇报。他指
出，科学做好疫情防控要以大数据为
支撑，相关职能部门做了大量有成效
的基础性工作；下一步要将海南健康

“一码通”功能做准做实，继续发挥在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各领域的促进
作用；要慎终如始、再接再厉，严格把
好境外疫情输入关；基层民警、社区
干部等基层一线防控人员是防控工
作中的重要力量，非常辛苦，发挥了
重要作用，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座谈会上，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副支队长吴卫忠、美兰区白龙街
道群上社区主任徐琳琳、龙华广场
老妈肠粉店负责人徐旭涛、寻尝里
美俗夜市副总经理代威妮、新友谊

阳光城企划部负责人马琳、海垦广
场时尚健身会所总经理吴忠、康芝
药业党总支部书记何子群、海口万
达影城日月店市场经理邓煌、中通
快递海南公司总经理陆贤祥、顺丰
快递员潘建国等10位代表分别发
言，介绍了各自行业复工复产政策
落实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从优化防
控措施、加强市场监管、拓宽融资渠
道、降低水电费、商品产品开发等方
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沈晓明简要回顾了各个阶段疫
情防控工作，感谢各行各业和人民群
众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的积极贡
献。在分析预判了下一阶段疫情防
控形势后，他指出，现阶段海南疫情
防控重点是防境外输入，只有口岸管
得住、岛内才能放得开，目前已经加
大了口岸管控力度，一定能够有效防
范境外输入，各行各业要坚定信心，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想方设法加
快推进复工复产，为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贡献。
沈晓明表示，疫情对企业尤其是

中小微企业造成了一定冲击，大家现
在困难很多、压力很大，各部门、各市
县将加大支持力度，认真落实好各项
优惠政策，及时回应企业诉求、解决
实际困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希望
大家也要迎难而上、艰苦创业，全力
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效益提
上去。

何忠友、倪强参加活动。

沈晓明慰问一线防控工作者并听取行业代表复工复产建议

就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习近平向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默克尔、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致慰问电
（A06版）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蒋亚东）海南日报记者
3 月 21 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
2020年海南省重点项目大盘近日敲
定，共安排省重点项目105个，总投
资377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77亿
元。项目类别涵盖三大主导产业（旅
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
5大类，“五网”基础设施和三大主导
产业项目年度投资体量最大。

按项目建设进度分为4类：竣工

项目22个，总投资718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160亿元；续建项目63个，总
投资251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72
亿元；新开工项目20个，总投资53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45亿元。此
外，拟安排29个预备项目，总投资
648亿元。

按年度投资规模分：年度投资
10亿元（含）以上项目19个；年度投
资5亿元（含）-10亿元的项目23个；
年度投资3亿元（含）-5亿元的项目

25个；年度投资1亿元（含）-3亿元
的项目38个。

在省重点项目安排原则方面，我
省坚持在产业项目上优先安排旅游
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
高效农业原则。按照“三区一中心”
战略定位，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热带高效农业为主导，
围绕金融、互联网、体育、文化、种业、
航运、维修等重点领域安排产业项
目，引导更多产业项目向海口江东新

区、三亚中央商务区、洋浦经济开发
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
重点园区集聚，延长产业链，完善价
值链，提升国内外竞争力；坚持项目
前期工作扎实原则。拟列入的项目
必须完成可研报告审批或进行备案，
建设资金不落实、建设用地征收未完
成的项目不列入2020年省重点项
目；坚持符合“多规合一”、海岸带开
发与保护、节约用地、集约发展原
则。拟列入项目不得侵占生态红线、

不得破坏生态环境；坚持抓重点、补
短板、强弱项的原则。将真正具有较
大投资体量、较大建设规模、较强带
动作用以及能形成产业集聚和补短
板惠民生的项目列为省重点项目；严
格落实我省房地产调控政策，严禁将
纯商业住宅房地产项目纳入省重点
项目；建设工期4年以上的项目，按
总体规划、分期实施的要求，根据年
度建设内容，分年度、分单体项目列
入省重点项目计划。

今年我省共安排省重点项目105个
总投资377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77亿元

3月18日清晨，在洋浦经济开发
区国投裕廊洋浦港码头，灯火辉煌，一
艘轮船在装卸货物。

连日来，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洋浦港各码头陆续复工运营。
为了让港口企业尽快复工，相关部门
出台港口码头复工指导意见，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生产，全力保障
水路货物运输畅通。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郝少波 图/文

国投裕廊洋浦港码头
复工忙

■ 张成林

谋发展，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其中，速度至关重要。在近日召开的
省委常委会会议上，省委书记刘赐贵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质
量优先，快字当头，全力实现“三个确
保”，充分体现自贸港速度。过往发
展征程中，“海南速度”曾令人瞩目，
在此基础上快马扬鞭、比学赶超，努
力创造自贸港速度，无疑是更高的要
求，体现出争分夺秒、抢抓机遇的紧
迫感，彰显出不忘初心，加快推进自
贸港建设的责任感，为全省上下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全面推进复工
复产，全力应对“三个大考”，再次吹
响了“冲锋号”，按下了“快进键”。

速度显担当。海南自贸港建设，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要打
造的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
态。从“逐步探索”，到“加快探索”，
再到“加快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对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饱
含着关心与期待。一个“快”字，传递
出加快自贸港建设的紧迫性，需要全
省上下快行动、快作为，推动自贸港
建设早些快些见效。作为展示中国
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
片，充分体现自贸港速度，正是海南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践行“两个维护”，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彰显扩大对外开放决心的具体行
动，是展现自贸港形象、提振各方信
心的必为之举，意义重大。面对疫情
不利影响，以及艰巨使命任务，我们
要保持干劲、再接再厉，在全力应对

“三个大考”中进一步争创自贸港速
度，以更及时、更高质量的发展成效
践行使命担当、回应各方期待。

速度提信心。今年是决胜全面
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
是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实
施之年，有不少硬仗、大仗要打，关键
时刻遭受疫情不利影响，工作难度更
大、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在疫情形势
持续向好之时，争分夺秒补损失、提产
能、赶进度，成为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也凸显出争创自贸港速度的重要性。
只有坚决摒弃等一等、缓一缓的思想，
绷紧弦、张满弓，快字当头、真抓实干，
保持满负荷运行的高速度，形成全方位
运转的高效率，才能将一项项政策尽快
落地，推动一个个项目加快投产，快速
把效益提上去、把损失补回来，才能提
振信心、凝聚人心，为高质量完成各项

目标任务补足后劲、打牢基础。
速度见精神。越是形势严峻、任

务艰巨，越是考验我们的工作作风、
精神状态。在疫情防控中，广大党员
干部深入一线、担当实干，用实际行
动践行初心使命，生动诠释了特区精
神、椰树精神。干出自贸港速度，同
样离不开强大的精神力量。常言道，
有多大“劲头”就有多大“势头”。面
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招
商引资、人才引进等一系列繁重且紧
迫的工作，只有大力弘扬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积
极发扬扎根守土、坚韧不拔、无私奉
献的椰树精神，拿出一天当三天用的
精气神，拿出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
实干劲头，勇于担当、务实进取，比学
赶超，才能迈开步子跑起来，确保早
见成效，赢得发展先机。

不日新者必日退。速度，彰显的
是态度，产出的是效益，折射的是精
神，体现的是担当，这种“快”是在确
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的快，是战胜
困难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破题良
方。回顾过往，我省创造了 10 个月
建成博鳌机场、南海博物馆，社管平
台综合楼项目开工后“平均5天一层
楼”等诸多发展奇迹，不断刷新着“海
南速度”，完成了许多看似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如今，面对困难与挑战，
我们依然信心满怀、斗志昂扬。只要
全省上下时刻保持等不起、慢不得、坐
不住的紧迫感，埋头苦干、锐意进取，
以奋进加速度的姿态追赶春天的脚
步，就一定能够创造自贸港速度，激发
自贸港活力，挖掘自贸港潜力，高质量
完成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向
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

“自贸港速度”彰显担当提振信心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梁振君）海南日报记
者3月21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段时间来，省
发展改革委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生产要素保障、民生
物资供应保障、重点项目开工等各项工作，采取包括

“一对一”“全天候”服务223家重点保障用户等措施，
有力推动了全省经济运行秩序加快恢复。

据悉，省发展改革委建立了煤电油气要素保障日
报、供应保障重大问题报告机制，对纳入全省电力供应
的223家重点保障用户，采取“一对一”“全天候”服务
模式，24小时实时监测供电情况。同时，建立完善保
供稳价制度，牵头拟制了《海南省“菜篮子”市县长负责
制考核办法》等，加强价格监测预警，实行特殊时段价
格监测日报和蔬菜、肉类价格每周通报制度，确保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期间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加快疫情期间物价联动补贴发放，保障困难群体基本
生活。创新惠民管理模式，会同省住建厅、省邮政管理
局对快递、外卖配送进行分类管理；支持传统商家开辟
线上平台，推行网上商场+第三方平台送货上门、蔬菜
基地（市场）+社区直供配送等服务，保障疫情期间群
众的生活需求。

此外，省发展改革委牵头拟制支持中小企业共渡
难关的八条措施、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七条措施，建立省
重点项目复工复产用工日报、点对点用工保障机制，积
极协调解决企业项目用工、防疫物资、施工用料等复工
复产难题。积极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争取防控物资支
持，会同省工信厅帮助企业解决现金流短缺、还贷压力
大等问题，会同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印发有关通
知，建立政银合作平台，助力企业发展。

省发改委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一对一”“全天候”
服务223家重点保障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