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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出岛量最多的是香蕉
占出岛水果吨数的61.4%

6月共计40个品种
销往全国29个省区市

蔬菜出岛量最多的地瓜
占出岛蔬菜总吨数的51.5%

“单一窗口”已实现注册一个账号即可在线
办理 170多项业务，实现投资全流程“减材料、
减时间、减环节、减跑动次数”，共支持新增成立
外资企业577家，新增注册资金2405.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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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抓落实全力抓落实 奋进自贸港奋进自贸港

关注省生态环境保护百日大督察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梁
振君）省重点项目建设步伐正在加
快。海南日报记者7月9日从省发
展改革委获悉，今年截至7月5日，

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308亿
元，完成率45%；累计开工项目15
个，开工率75%，超过序时进度；累
计竣工项目2个。

6月，全省新开工总投资1亿元
以上项目26个，总投资182亿元。目
前省重点项目开工率达75%，高于去
年上半年37个百分点。省重点项目

投资完成率排名前五名的市县分别
是：保亭、三亚、琼海、陵水、海口。排
名后五名的市县（含开发区）分别是：
万宁、东方、洋浦、昌江、临高。

据悉，2020年海南共安排省重
点项目105个，总投资3772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677亿元。其中，三大主
导产业项目34个，总投资1461亿元。

我省重点项目建设步伐加快
上半年完成投资逾300亿元，6月新开工总投资亿元以上项目26个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程明明 杨秋丽 实习
生王迪妮）省生态环境保护百日大
督察工作有序推进中。7月 9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保护
百日大督察（以下简称大督察）领
导小组办公室获悉，各督察组与市
县积极建立有效互动机制，确保无
缝对接，提升督察效率，确保督察
质量。

此次大督察受到社会和媒体的

广泛关注，可以说是一次聚光灯下
的督察。10个督察组进驻后，我省
各市县立即开始行动，纷纷围绕做
好大督察配合保障工作进行具体部
署，并表示要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
设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极端重要
性，深刻认识开展大督察工作的意
义，把支持好、配合好督察组工作作
为重要政治责任。

“我们要切实提高认识、实事求
是，如实汇报工作情况和问题，借助

此次大督察之机，不断强化环境保
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举一反
三解决好我们存在的环境问题，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再上新
台阶。”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
长王俊刚说。

“文昌市全力以赴配合督察组
开展工作，对发现的问题做到即知
即改、立行立改，确保牢牢守住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港的生态底线。”文昌
市迎接生态环境保护百日大督察工
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组副组长符展
伟说。

“根据督察组指出的垃圾填埋

场存在短板等现象，我们正视问题、
立行立改，将严格按照督察组工作
要求，研究制定整改措施，坚决完成
整改工作。”昌江黎族自治县住建局
局长关瑜说。

督察工作要求，各市县、各部门
对环境问题要分类施策，精准扎实
推进整改。对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
要立行立改，及时办结；不能立即解
决的问题，要明确整改目标、措施、
责任、时限，做好整改计划安排；需
要长期持续整改的制度层面问题，
要把眼前需要与长远谋划结合起
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省生态环境保护百日大督察工作有序推进

提升督察效率 确保督察质量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卞艳臣 罗欢）海南日报记
者7月9日从省大数据管理局获悉，在
健康一码通基础上升级的“码上办事”
APP近日已上线试用，未来“码上办事”
平台将被打造成服务自贸港建设的新

载体，充分发挥信息化和大数据在自贸
港建设各领域的巨大支撑作用。

加快探索大数据领域
的制度集成创新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对海南大数据

和信息化建设高度重视，提出全面建设
“信息智能岛”，强调要大力推进“数字
岛、数据岛、智慧岛、智能岛”建设，把发
展信息化和大数据作为建设“智慧海
南”、支撑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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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完善一体化大数据治理体系，“码上办事”将被打造成服务
自贸港建设新载体——

大数据赋能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报记
者7月9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6月，海南出岛
瓜果菜共计28.651万吨，同比增加九成以上。

6月，秀英港、新海港、南港三个码头出岛瓜果菜总
车辆为1.6948万车。全省出岛水果的品种有香蕉、哈密
瓜、木瓜、火龙果、芒果、波罗蜜、菠萝、龙眼、甜瓜、莲雾。

全省出岛蔬菜品种有地瓜、辣椒、黄秋葵、淮山、芋
头、豇豆、沙姜、丝瓜、葫芦瓜、水瓜。

全省出岛瓜果菜共销往29个省区市，主要销量分
布在广东、湖南、河南、浙江、山东、江苏、广西、湖北、江
西、福建、陕西、安徽、云南、山西和四川，销往吨数占总
吨数的88.2%。

6月我省出岛瓜菜28.6万吨
同比增加逾九成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梁振君）海关总署7
月9日发布公告称，根据《国务院关于在中国（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
通知》，对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自驾游进境
游艇，游艇所有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免于为游艇向
海关提供担保。

游艇业能有效带动旅游、会展、游艇维修等周边产
业发展，被喻为“漂浮在水上的黄金”。海南岛四面环
海，拥有海岸线总长度达1944.35公里，同时坐拥68
个优质的自然海湾，沿海岛屿达600多个，港湾、沙滩、
岛礁等海洋生态要素优良。海南岛是我国唯一的热带
海岛，气候温和湿润，十分适宜开展游艇旅游、帆船运
动体验等。

据了解，对境外游艇开展临时开放水域审批试点、
实施境外游艇入境关税保证保险制度、探索开通游艇

“琼港澳”自由行……近几年来，海南发展游艇产业多
项政策利好令业界振奋。与此同时，海南游艇产业正
不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游艇产业逐渐成为海南的“特
色名片”。仅在三亚鸿洲游艇码头，2019年通过游艇
出海的人数接近100万人次，比2018年增长30%。从
整体来看，目前海南游艇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海关总署：
游艇自驾游进境海南免担保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国家邮政
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开展“快递进
村”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6个省
（区）和15个市（州）组织开展“快递进
村”试点工作，海口名列其中。

试点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一是
健全基础网络。统筹推进县、乡、村
三级快递物流体系建设，畅通城乡
双向流通渠道。着力通过布网点、
优线路、强服务等措施，在巩固乡镇
快递网点覆盖的基础上，重点推进
快递服务直投到村。二是优化发展
环境。推动农村快递末端基础设施
地方事权有效落地，加大政府在农
村快递发展上的投入，创造有利于
农村快递发展的规划、政策、制度环
境。三是推动融合发展。结合地方
实际，推动农村快递与邮政、交通、
电商、供销合作等领域资源共享、设
施共建。大力推进农村快递与电商
协同发展，打造服务农产品上行的“直
通车”。四是提升服务质效。加强农
村快递服务监管，督促企业履行服务
承诺。提升农村快递网点生存能力，
保障农村快递网络稳定。依法打击农
村快递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和用
户合法权益。

据悉，海南省邮政分公司已与海
南顺丰、申通、百世、韵达等4家快递
企业签署有关协议，将通过开展“邮快
合作”，利用邮政企业农村末端网络优
势，补齐农村地区快递服务短板，实现
快递下乡进村，全力满足民生需求，更
好服务全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
作，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海口入选
全国“快递进村”试点地区

7月9日，文昌市文城镇霞洞湖公园，不少市民在公园漫步，享受美好时光。
霞洞湖是文城镇城区的一个内湖，曾经水体发黑发臭，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如今，霞洞湖水

质稳定在V类及以上水平，水清、河畅、岸绿、景美。据悉，文昌在持续开展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基础
上，还不断升级完善文城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城市越来越美。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况
昌勋）7月9日下午，省政府与南开
大学在海口举行工作座谈。省长沈
晓明、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参加座
谈并讲话。

沈晓明感谢南开大学长期以来
对海南的支持。他说，海南自贸港

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
举措，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核心任务。海南将用好自贸港政
策，使之行稳致远，成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动力。希望南开大学充分
发挥自贸港政策优势，以陵水黎安

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为平台开展中
外合作办学，继续做实南开大学海
南研究院，深化办好南开大学附属
中学儋州市第一中学。

曹雪涛表示，南开大学与海南
将在深化产学研对接、干部培养、人
才交流等方面合作的基础上，寻找

调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围绕贸易、
金融、旅游、公共卫生、健康等领域，
在琼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南开大学原校长、南开大学海南
研究院名誉院长侯自新，南开大学原
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副省长
王路，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座谈。

省政府与南开大学举行工作座谈
沈晓明出席

生态公园美
市民休闲乐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罗霞）海南日报记者7
月9日从省商务厅获悉，上半年海南实现网络交易额
超过1000亿元，其中实物型网络零售额同比实现明显
增长，6月实物型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57.83%。

据统计，上半年海南实现网络交易额1097.69亿
元，其中大宗及B2B网络交易额741.82亿元、网络零
售额355.87亿元。在网络零售额中，实物型网络零售
额207.91亿元，同比增长27.62%。

分地域看，海口、三亚和文昌分别实现网络交易额
771.43亿元、136.88亿元和58.34亿元，占比分别为
70.28%、12.47%和5.32%，位列全省前三名。分行业
看，实物型网络零售中，食品保健、3C数码和美容护理
居实物型行业前三名，分别实现网络零售额117.73亿
元、21.79 亿元和 17.11 亿元，占比分别为 56.62%、
10.48%和8.23%；服务型网络零售中，在线旅游、在线
餐饮和生活服务居服务型行业前三名。

上半年，海南农村网络零售额46.08亿元，同比增
长10.94%，其中实物型网络零售额实现27.67亿元，同
比增长29.35%。

从6月的情况看，海南实现网络交易额212.52亿
元，其中网络零售额79.11亿元，同比增长31.4%，环比
增长29.87%。在网络零售额中，实物型网络零售额
52.82亿元，同比增长57.83%，环比增长60.23%。海
南农村网络零售额10.4亿元，同比增长43.87%，其中
实物型网络零售额7.05亿元，同比增长70.49%，服务
型网络零售额实现3.35亿元，同比增长8.32%。

上半年海南实现
网络交易额超1000亿元
6月实物型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57.83%

本报三亚7月9日电（记者梁
君穷 通讯员林诗婷）海南日报记
者 7 月 9 日从三亚中央商务区管
理局获悉，今年 1月至 6月，三亚
中央商务区园区新注册企业达
144家，正在办理注册企业51家，

通过精准招商、优化企业服务等多
举措，集聚新兴产业在三亚落地发
展，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

据悉，今年以来该园区积极发
力园区规划、政策研究、招商引资、
机制创新、项目建设、体制完善、人

才引进等工作，着力推进金融服务、
现代商贸、邮轮游艇等新型产业发
展，促进产城融合、新旧联动。目
前，《三亚中央商务区产业规划》
《三亚中央商务区园区政策》等规
划、方案已基本完成，将结合三亚

发展实际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
园区建设。

三亚中央商务区加大精准招
商，截至目前，已有中国大唐集团
海外控股有限公司、海南复星旅游
文化投资公司、大悦城（三亚）投资

有限公司、珠免集团（海南）有限公
司等144家企业在园区注册，其中
包括9家世界500强企业开设的企
业，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合作项目也即将落户。在推进邮
轮游艇产业方面， 下转A03版▶

三亚中央商务区上半年新注册企业144家
其中包括9家世界500强企业开设的企业

“码上办事”平台已完成个人
身份和法人身份领域的17类常用
证照的接入，可掌上办理的政务服
务 1446项，生活服务 166项

我省今年计划招录
公务员1170人
招录人数比去年有较

大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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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园难度，降！
学费，降！

办园品质，升！

海口学前教育
走进普惠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