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投资行业来看
17个行业设立了外资企业
11个行业有实际使用外资

从投资来源地看
我省新设外资企业涉及30个国家和地区

新设外资企业50家
同比增长

其
中6

月 92.31%

上半年
全省新设外资企业203家
同比增长24.54%

实际使用外资3.19亿美元
同比增长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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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抓落实全力抓落实 奋进自贸港奋进自贸港

重点园区

■ 本报记者 郭萃

卸货、分拣、打包、贴制面单
……7月17日上午，在海口综合保
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内，一辆接一
辆的大货车将来自世界各国的货物
运送至产业园保税仓库门口，工作
人员以最快速度将这些货物发往全
国各地。

“这些都是按客户订单已经
打包好的，一会儿就可以发走。”
海南陆海港跨境电商服务公司
的一位工作人员边埋头干活边向
海南日报记者介绍道。记者看

到，在她面前已经摆了 100 多个
贴了面单的纸箱子，里面装的是
猫狗粮。

“我们 现 在 平 均 每 天 有 近
3000个订单。这些猫狗粮全部来
自美国、加拿大，客户下单后，我
们从保税仓库出单，大概3天左右
就可以到客户手上。”陆海港公司
相关负责人陈翔云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今年受疫情影响，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在网上购物，所以今年
的订单量有所增加，尤其是“6·
18”促 销 期 间 ，每 天 订 单 量 达
5000单以上。

跨境电商作为贸易新业态，在
丰富人们消费选择、促进外贸提质
增效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今年上半年，马村港海关共监管海
口综保区跨境电商申报清单33万
单，货值1.5亿元。仅6月，单月完
成跨境电商单量就达到9.1万单，
货值3597万元，比上年同期的0.3
万单增长30倍。

种类丰富、价格便宜、方便可
靠、速度快……这是消费者选择跨
境电商的主要原因。

在位于海口N次方公园内的
JP STOER跨境日货量贩线下体
验店内，海口市民小郑正在挑选着
心仪的商品，“从美妆、护肤到日用
品，应有尽有，价格也很实惠，而且
可以看到实物比较放心。”

海南适成跨境电商有限公司

负责人赵越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
线下体验店内共展示了约2000种
各类商品，这些商品都是从日本采
购，从日本到海南大概需要4周的
时间，货物到达综保区后直接进入
保税仓库，顾客下单后再通过快递
寄送。

对企业来说，跨境电商订单量的
增长主要得益于好的政策和服务。

“海口被列入跨境电商试点城
市后，我们商品进入综保区可以通
过特殊申报通道，提高了时效性，在
方便企业的同时也提升消费者的购
物体验。”陈翔云说，跨境电商保税
备货模式实施后，省内消费者下单
的商品从海口综合保税区的保税仓
发货，可以实现“次日达”，“这将促
进我们业务量增长和品类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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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订单量9.1万单，是去年同期的30倍

海口综保区跨境电商业务量猛增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金晶 郭志荣）海南日报
记者7月18日从省商务厅获悉，在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跨国投资低迷
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海南利用外
资保持快速增长，实际使用外资同
比增长超过98%，共有30个国家和
地区在我省新设外资企业，尤其是6
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公布后，新设外资企业实现大
幅增长。

上半年，我省积极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对外商投资的不利影响，出
台帮扶政策、推出务实举措、优化营
商环境，稳定了外商投资的预期、提
振了外商投资信心，全省新设外资

企业203家，同比增长24.54%，实
际使用外资3.19亿美元，同比增长
98.69%。其中6月，新设外资企业
50家，同比增长92.31%。

从投资行业来看，18个行业门
类中除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外，17个行业设立了外资企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批发和零售业
等11个行业有实际使用外资。

从投资来源地看，我省新设外
资企业涉及30个国家和地区，吸
引了英国力拓集团、泰国正大集团
等世界500强企业投资，实际到资
涉及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美
国等地。

上半年，五矿力拓勘探有限责
任公司、海南省普洛斯仓储有限公
司、三亚索斯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光大环保能源（陵水）有限公司、海
南中远海运投资有限公司等企业的
项目得到有序推进，成为海南实际
使用外资的亮点。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出台
惠及中小企业的帮扶政策，帮助中
小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共渡难
关；帮助企业有序恢复生产经营，
解决员工返岗难、生产原料和物
资运输难、防疫物资紧缺等问题
以及融资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研究制定海南自贸港外商投资
负面清单，推动在航运、信息技

术、商务服务、医疗、教育等行业
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限制；省
商务厅会同省市场监管局、海南国
际经发局等建立定期联络机制，指
定专人对接指导外商投资者办理
外资企业工商注册和登记工作，提
高服务水平，推动更多外资企业尽
快落地。

我省创新和优化招商引资方
式，开展线上招商，充分发挥“海招
网”网上招商优势开展推广活动，
联合德勤、安永、毕马威、普华永道
等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线上自贸港
政策推介和项目洽谈；根据自贸港
政策和各地自身优势，策划包装了
100多个招商引资项目；支持重点

园区开展招商引资并加强政策培
训辅导；以项目库和资源库建设为
平台，推动各部门形成招商合力，
加强投资要素保障，上下联动做好
重点外资项目跟踪服务；优化整合
投资促进平台，进一步完善国际投
资“单一窗口”功能，开设全球投资
服务热线 4008-413-413 等投资
咨询渠道。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省将继续办好自贸港系列投资促
进活动，举办好每周的招商推介，
争取周周有亮点；加大重要目标企
业跟踪服务力度，开展精准招商，
争取在重点项目中引入更多外商
投资。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孙相
涛）7月18日下午，由海南上航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组织的“青红皂白奔遵义——跨省游·海南首发
团”，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搭乘航班飞往贵州省遵义
市，开启了避暑之旅。据悉，这是7月16日海南恢复
跨省团队旅游后的首个出岛旅游团。

据了解，7月16日海南发布关于恢复旅行社、在
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区、市）团队旅游及“机票＋酒
店”业务的通知后，海南上航假期旅行社凭借上航旅游
集团和遵义机场签订的航旅合作项目，深度挖掘了贵
州遵义的小众避暑游元素、红色之旅元素以及研学亲
子元素组成的系列产品，作为海南人出岛游的首推目
的地，并紧锣密鼓地展开组团收客工作，组织了此次首
发团的出游。

据悉，该首发团队共9人，为典型的小众避暑游产
品。海南上航假期旅行社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在严控
疫情的前提下，不组织往高风险地区的旅游，对于团队
规模控制为小包团，在15人之内，并在目的地推出了
小众精品线路，避开大量人流。首发团配备了消毒液、
体温枪，酒精等防疫物品，并要求地接社地陪人员、车
辆、酒店、保险均须符合防疫规范。此外，旅行社还提
前3天提示出行游客带足口罩，每日扫描健康码，将疫
情防控工作做充足，为游客放心、安心出游提供有力的
保障支持。

跨省团队游重启
海南首个跨省旅游团昨出发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尹建军）省政府日前
公布《关于委托实施部分省级用地行政审批事项的决
定》，决定将“五网”基础设施用地、政府投资的公共服
务设施用地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等五项省级事权
委托各市县政府或其有关部门实施，有效期3年。

本次委托各市县政府或其有关部门实施的行政审
批事项具体包括：土地征收（“五网”基础设施用地、政
府投资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审批、农用地转用（“五
网”基础设施用地、政府投资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农
村村民宅基地）审批、林地征（占）用（“五网”基础设施
用地、政府投资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农村村民宅基
地）审核、省重要规划控制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审批
（涉及海岸带陆域200米范围历史遗留问题项目）、市
县总体规划调整审批（“五网”基础设施和政府投资的
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农村村民宅基地）。

根据相关工作要求，对委托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
原实施机关应当加强业务培训指导，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做到放管结合；承接机关应当周密组织，做好各方
面的部署和安排，做到规范有序。对实践证明不宜委
托实施的，及时收回委托事项。

我省深化“放管服”改革
五项省级事权委托市县政府
或其有关部门实施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陈言锦）海南日报
记者7月18日从海南省交通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获悉，海南绿行股
权投资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标
志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
金首支子基金成功设立，将为海
南自由贸易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资金保障。

海南绿行股权投资基金是在省
交通运输厅、省财政厅的支持下发
起设立，由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海南交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南网建鑫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组建，总规模3亿元，其
中引入省外资金1.5亿元。

该基金设立后将在全省范围内
筛选优质项目，尽快落地首笔投资，
推进产业战略布局，实现产融结合。

海南自贸港建设投资
基金首支子基金设立
将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李关平

7月10日午后，在位于琼海市彬
村山华侨经济区七队的琼海利航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生态养猪场内，看着进
食过后的小猪正在惬意地休息，脱贫
户吴克祥这才歇了口气。

“在养猪场务工1年多了，每月
2000多元收入，脱了贫，日子越过越好
了！”吴克祥说，他还在家养了5头母猪，
母猪生小猪后收入会更多，日子会更好。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面对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琼海市委、市
政府较早出台《琼海市“三农”战线抗
疫情保生产保畅销保增收工作措施》
《琼海市抗疫情、保增收、防返贫十六
条措施》等措施，力保农业稳定生产、
农民稳定增收。

“琼海正按照‘调结构、稳产量、扩
增量、提质量’的基本思路，念好‘保、
增、新’的‘三字经’，让群众腰包鼓起
来，努力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
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琼
海市委书记何琼妹说。

保
脱贫路上不掉一人

“我家的波罗蜜受欢迎，不到一个
小时全部卖完了，消费扶贫活动真
好！”近日，位于大路镇的世界名优花
果示范基地内，桥村脱贫户谢仙女高
兴地说。琼海市在此地举办特色农产
品展销活动，周边脱贫户带来了各种
优质扶贫产品和基地提供的特色文创
产品，通过展销活动的人气赚了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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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保、增、新”，努力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
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琼海：念好“三字经”老乡“取真金”

7月14日，在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产业促进中
心项目工地，施工人员正
在进行收尾阶段施工。

据悉，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产业促进中心总体
施工已完成约98%，目
前正进行装修、绿化等剩
余工程量的收尾及系统
调试工作，预计于8月中
旬完成所有施工内容并
进行现场移交。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产业促进中心即将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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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省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98.69%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后，新设外资企业实现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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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旅文厅在上海举办推介活动
七个方面重点招商
促文旅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马思思）7月17日
下午，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说明会暨旅游文体产业招
商推介会在上海浦东举行。会上，省旅文厅负责人向
与会嘉宾介绍了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及优势，并重点推
介了海南旅游、文化、体育三大板块的招商重点及未来
发展方向。

据了解，我省将围绕自贸港政策优势，通过招商推
介会等诸多举措，在文旅产业上突出抓好七个方面的招
商，引领文化消费新潮流。一是打造旅游演艺主题公
园，推动设立演艺集团总部基地，打造中国南海国际艺
术交流窗口，建立海南省文化艺术教育体系，打造旅游
演艺小镇和引进旅游演艺产品；二是推进国家南海文博
产业园建设，建立文博社会服务平台；三是利用海南国
际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与制度创
新优势，打造国内乃至全世界有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品交
易中心；四是依托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动漫、数字艺术品
牌，引进数字文化艺术领军企业；五是引进知名文创企
业，打造特色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六是引进招商品牌
节庆活动，引进顶级专业会展公司，高水平举办节庆活
动；七是建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大力发展艺术品
贸易、文化装备贸易等业态。

漠视·歧视·无视
——疫情放大镜下的“美式

人权”面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