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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8月13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
者李珂）8月13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项
目集中签约活动现场，儋州市与深圳市盐田港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盐
田港集团将参与推动儋州工业园的园区开
发、运营管理等。当天，儋州市现代服务业和
投资促进局还与深圳市航空业协会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

据悉，盐田港集团将与儋州共同探索深度
合作、优势互补、要素高效流动的协同发展新模
式，推动儋州市联动洋浦，建设连接东盟、海南
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现代物流中心；在资源整合、
投资开发、产业导入与发展、资本运作等领域
深层次合作；合作推动儋州工业园的园区开
发、运营管理、产业聚集与转型升级等，引导创
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跨区域优化布局。此外
还将为儋州做好临港产业规划、培育发展临港

产业人才等。
深圳市航空业协会拥有深圳机场集团、民

航深圳空中交管站、邮政速递、深圳航空、南航
深圳分公司、顺丰速运等会员企业400余家，
是涵盖民航运输业、通用航空业等的行业平
台。深圳市航空业协会将发挥行业平台优势，
结合儋州区位优势合作发展水上飞机项目、航
空运动项目和符合海南自贸港政策的飞机制
造项目等航空产业；在儋州支持下，该协会及
会员企业将在儋州设立航空器材交易所、飞机
交易4S店、飞机交易与维修中心、航空器材共
享平台，并开发航空器材租赁与维修、航空金
融、航空技术研发等系列衍生产业；深圳市航
空业协会还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商、物
流与儋州市互联互通，组织各类航空展会和赛
事，支持儋州跨境电商、物流及商贸旅游产业
发展。

与深圳企业、协会签约

推动园区开发 发展航空产业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郝少波 通讯员毕克胜）8月13日上午，海
南自由贸易港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海口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延长石油集团海南丙烷脱
氢项目、寺库集团免税和高端商品智能制造产
业园、广东卓志全球优品分拨中心等11个项目
签约落户洋浦。

据了解，洋浦签约的项目除了上述3个项
目外，还有澳加粮油年加工100万吨油料产品
加工贸易项目、东方雨虹洋浦绿色新材料综合
产业园项目、法国之光国际葡萄酒展示交易平
台项目、绿馨电子年产2亿支加热不燃烧唤醒
棒制造项目、洋浦大数据中心项目、沃尔金顿
高精密光学玻璃产业项目、香港佳成达茶叶雾
化产品生产项目、洋浦国际贸易大厦和大学城
配套项目，涵盖粮油加工、新型材料、石油化
工、互联网产业、跨境电商、教育配套设施等领

域，将进一步夯实洋浦实体经济基础，增强产
业竞争力。

据了解，延长石油海南丙烷脱氢项目总投
资约130亿元，分两期建设。洋浦大数据中心
项目业主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项目包含大数
据中心建设，探索LNG冷能资源创新应用、探
索5G创新应用、智慧生活建设、智慧港口信息
平台建设等。

项目签约后，洋浦工委管委会将成立专班
为每一个企业项目做好服务，努力把协议落实
到位，帮助企业享受到自贸港政策的红利，全
力为企业做好厂房和土地供应保障。

各企业负责人表示，从初次接洽到项目快速
签约落地，充分展现了洋浦的自贸港速度，企业也
深刻感受到了工委管委会“快准实好”的作风和服
务企业的“店小二”精神，企业将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并结合自身优势助力洋浦产业发展。

集中签约11个项目

壮大实体经济 夯实发展基础
儋州 洋浦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计思佳）8月
13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活动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次海口集中签
约项目共18个，主要为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
业等重点产业，涉及医药健康、新能源、融资租赁
等领域。

海口一直把医药产业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力量。本次签约活动
中，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携手广
州六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imedical
Limited（香港智能医疗有限公司）、修正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水盼节水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海南大学等企业和高校，将在医药健康、医疗
器械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发展总部经济，是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
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有力举措。当天，上海新梨视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梨视频）、北京中航美林机械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聚
美优品等企业将与海口携手开展关于总部经济
等方面的合作。

智能物联、数字贸易、科技金融和国际离岸创
新创业是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的四大
产业发展方向。现场，海南复兴城产业园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分别与盈科法律事务所、新东方教
育科技集团、聚美优品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盈
科法律事务所将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重点产业
发展方向，开展法律咨询和旅游产业业务；新东
方教育科技集团将在海南运营新东方研发总部
及外教管理培训总部，同时推动在线教育板块、
产业投资基金及相关生态战略投资项目在琼落
地；聚美集团将在海口设立国际总部，业务布局
涵盖跨境电商、直播、仓储物流等多个领域。

发力医药健康、新能源、融资租赁等

集中签约18个项目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周月光 李艳

玫）8月13日上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上，三亚签约13个项目，合
作对象包括世界500强企业、行业领军企业
和“双一流”高校等，涵盖旅游业、金融业、互
联网产业、南繁产业等领域。

近年来，三亚致力于打造国际化、法治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以最好的资源吸引最好的
投资者，赢得国内外众多投资者青睐。正威国
际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国家电投集团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招商局海通贸易有限公司、海南省旅游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农业大学、香港青年创
新创业协会等企业、高校和机构将与三亚携手
开展关于总部经济、智慧能源、大宗商品交易、
招才引智等方面的合作。

在集中签约活动中，三亚市省级重点园
区——崖州湾科技城和三亚中央商务区结合
自贸港政策“早期安排”具体目标，携手滴滴
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联动天翼新能源有限公
司、新湖集团、水发民生产业投资集团、第一
视频集团、北京佰利格瑞资源科技有限公
司、秘乐魔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国网什马
（北京）电动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将在互联
网经济、跨境投融资、南繁科技等领域开展
深入合作。

三亚市投资促进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围绕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一批具
有自贸港显示度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既反映
出三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吸引力，也显示出三
亚大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和建设、努力当好自
贸港建设排头兵的决心。

涵盖旅游、金融、互联网、南繁产业等

13个项目集中落户海口 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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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营根8月13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
员林学健）8月13日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与5家机构和企业分别签署合作协
议，共同推动海南中部（琼中）新华文化产业
园、大学生创新创业琼中基地、艾特国际设计
博物馆等多个项目落地，涵盖文化产业、农产
品加工贸易、金融服务、创新创业等领域。

根据协议，海口海关将推进海南湾岭农产
品加工物流园农产品发展国际加工贸易业务，
及琼中热带农业种质资源成果转化基地建设；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将联合琼中开办涉农新兴、
特色专业；海南银行将通过银团贷款、牵头政府

债券发行、牵头投行资管业务、引进岛外资金、
产业基金等方式为琼中的产业经济发展提供资
金支持，重点在旅游服务业、现代高效农业、养
老服务产业、园区经济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此外，海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将携
手琼中建设产业园区，引进多元文化产品及服
务，形成书城、文化休闲中心、文化创意展区、
民俗产品、文化公寓、电商平台、物流基地、文
化培训等创新业态的有机组合；艾特国际文化
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将发挥国际设计师资源
优势，助力琼中城乡建设，包括城乡建设研究、
规划、设计及建设。

携手5家机构及企业

发力园区建设打造发展引擎
琼中

本报石碌8月13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
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钟玉莹）8 月 13 日上午，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项目集中签约活动现场。
湖南行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昌江黎族自治
县政府签约，一期将投资2.7亿元建设碳酸锂
储能材料生产项目。该项目的落地将有效促
进昌江清洁能源产业园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
集群。

据了解，碳酸锂储能材料生产项目分四期
建成，一期工程投资2.7亿元。“选择在昌江投
资，是因为昌江自然条件优越，加之政策优惠、
服务到位，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我们将争取

让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投产。”湖南行者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毛评生说。

海南日报记者还从昌江有关部门获悉，在
8月13日上午召开的昌江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暨
政银企对接恳谈会上，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与4家企业签下4个合作项目，分别是海南昌
江黎山酒业酿造有限公司易地技改项目、海南
润森沉香系列产品加工项目、和境再生资源废
纸箱循环利用项目、海南星峰建材固废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协议投资额达9.17亿元，涵盖大
宗固废处置、废旧资源循环利用、经济产业发
展等领域。

清洁能源项目落户

助力形成强竞争力产业集群
昌江

关注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关注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2020年海南省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班结业

提升综合干部素质
培养自贸港建设骨干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李磊 实习生符
贞敏）8月12日上午，由省委组织部联合省委党校
主办的2020年海南省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班在
海口结业。通过3个月的培训，50名来自各市县、
省直各单位优秀的中青年领导干部进一步夯实了
理论基础，加强了党性修养，提升了综合素质。

举办2020年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班，是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系
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七届八次
全会精神，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培养自贸港建设骨干力量的重大任务、重要安排、
重点举措。

此次培训班设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党史、新中国史和党规党纪，自贸港
建设政策知识，自贸港建设实践案例4个教学板
块，系统组织专题教学64次、案例教学12次、现
场教学和“三同”教育7次，还开展体验教学、视频
教学、交流研讨、考察调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测试等。

这次培训特别重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
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同步推进，要求学员边学、
边悟、边运用，达到了“知与行，同步锤炼”的教
学目的。学员们在培训中不仅学习了《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三区一中心”发展
定位和实践路径、制度集成创新等授课内容，还
走出校园，到江西井冈山、广东深圳等地开展现
场教学。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金辉出席结业式并
讲话。

省政府调研组调研11个重点园区要求

扎实推进项目建设
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本报椰林8月13日电 （记者周晓梦）根据
省委、省政府安排，近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毛超峰一行对我省11个重点园区开展调研工
作，现场协调解决一批重点园区项目建设中的困
难和问题，要求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园区高
质量发展。

连日来，调研组先后走访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三亚中央商务区、洋浦经济开发区、
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口江东新区、文昌国际航天
城、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等11个重
点园区，现场走工地、看项目、问进度，了解园区建
设发展情况。

毛超峰表示，重点园区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重要平台，各重点园区要主动担当作为，大胆闯大
胆试，加快海南自贸港相关政策措施的研究探索
与落地；以政策为引领，以项目为支撑，以服务为
保障，千方百计加快发展；扎实抓好已开工项目建
设，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加强滚动接续的项
目储备机制建设，加快新项目实施，形成实物工作
量；遵循园区发展规律，围绕园区发展定位，注重
招商引资向择商育商转变，想方设法引进、培育、
壮大市场主体；落实“极简审批”要求，提高审批效
率，完善园区营商环境；强化产业基础和产业链的
配套支撑，形成鲜明产业方向，注重培育龙头企业
和产业链，实现单位产出和效益的最大化，增强园
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发展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极；建
立健全重点园区管理机构工作机制，重点园区与
所在市县要紧密联系，统筹园区内外联动建设，注
重创新服务，在园区开发、建设、管理以及运行中
争创制度集成创新典范，共同推动园区高品质、高
质量发展。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省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工作
第四次联席会议召开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刘操）8月13日
下午，省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工作第
四次联席会议在海口召开。

会议听取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工作进展情
况汇报。据了解，《海南省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
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于8月 1日起实
施。《管理规定》的推出从制度层面明确了外语标
识“如何设置、如何监管、如何处罚”等问题，将为
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全省国际化服务水平
和良好的对外形象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目前，
我省已完成了外语标识规范建设的制度和标准设
计，解决了此项工作“有法可依”的问题。

会议指出，各部门和各市县要切实以制度体
系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认真抓好规范建设工作，
真正以工作实效擦亮自贸港的“门面招牌”。要进
一步提高认识，从完善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的高
度认真抓好外语标识语各项工作的落实；各市县
要切实承担起外语标识规范建设的主体责任，以
问题和目标为导向，倒排工期，确保按时保质完成
预定的目标任务；要突出重点，强化质量和标准意
识，抓好示范点建设，打造富有自贸港特色的外语
标识示范点。

副省长沈丹阳主持会议并讲话。

国家拨2.5亿元
支持我省南繁基地水利设施建设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重大水利工程专项
2020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的要
求，省发展改革委近日会同省水务厅下达我省
2020年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
程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5亿元，用于海南省南
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工程建设。

海报

5月起消费月度增速实现正增长，“夜经济”“直播带货”和线上课堂等新型消费火热

海南消费潜力快速释放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吴晓博

25亿元、人均消费5527元，同比
分别增长240%和82%——海南离岛
免税购物新政实施首月，引爆游客的
购买热情。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
化，以及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步
伐显著加快，居民生活逐步重回正
轨，特别是在世界变局中着力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
之大背景下，乘着自贸港建设的东
风，海南消费从疫情冻结需求的“谷
底”持续回升，为经济稳步复苏提供
了有力支撑。

实物型消费稳步回升

在二手车市场考察了一个多月，
家住海口的夫子近日在海德路附近的
一家二手车商处交了2000元定金，

“旧车卖了3万元，然后补了10万多
元差价换购了一辆二手车开，计划下
周办完过户手续。”

汽车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
业，社零总额占比高、增长空间大、带
动效应强，是当前扩大实物商品消
费、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领域之一。

继去年下半年省商务厅联合省发展
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信厅、省
公安厅共同印发《关于落实汽车消费
政策措施》后，今年省政府出台《海南
省促进汽车消费临时性措施》，决定
自措施公布之日起至2020年 12月
31日止，凡在海南省注册登记的汽
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能源汽车新车，并
在海南省车辆管理部门登记上牌的
消费者，对每辆车综合奖励人民币1
万元。

免税品、汽车带动了海南消费市
场回暖。上半年全省离岛免税品零售
额85.72亿元，同比增长30.7%；其中，
6月份零售额22.99亿元，同比增长
235%。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
售额同比下降0.4%，降幅较一季度收
窄21.2个百分点；二季度全省汽车类
商品零售额增长17.2%，带动上半年
增速较一季度回升 21.2 个百分点。
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体育娱乐用
品类、金银珠宝类、饮料类零售额同比
分别增长 63.5%、44.2%、22.9%和
14.6%。

旅游消费逐步回升。上半年，全
省接待游客人数1966.43万人次，旅
游收入227.68亿元，降幅比一季度分
别收窄12.9和10.3个百分点。

超常规消费措施的加快推进，消
费持续回升。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799.45亿元，降幅比一季度
收窄15.2个百分点。受消费回暖拉

动，上半年全省批发零售业增加值降
幅比一季度收窄11.6百分点，拉动全
省GDP回升1.3个百分点，其中零售
业拉动全省GDP回升1.0个百分点。
随着居民消费意愿的提升，自5月起，
我省消费月度增速实现正增长。

新型消费释放潜力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悄然复苏的“夜经济”让不少城市重新
散发出久违的活力。

7月17日，位于海口市海垦广场
的宝岛夜市集正式开门纳客。在这个

“24小时不打烊”的夜市，一开张即吸
引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享受“舌尖上的
美味”。从琼台福地美食街到海大南
门夜市，从金盘夜市到滨濂观光夜市
以及寻尝里美俗夜市，这些散发着烟
火味的地方，相继成为“网红”地，成为
海口夜经济的招牌，丰富了市民和游
客的夜生活。

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方
式。线上消费方式加速深化，线上消
费持续爆发式增长，直播“带货”、生
鲜网购、餐饮外卖等交易规模大幅提
高，线上课堂、远程医疗、在线办公、
线上娱乐、线上社交等在线服务消费
加速成长，新型消费成为消费回暖的
重要支撑。

海口市民许小姐最近分别给女儿

报了学而思网校英语直播课堂和乐高
网上编程课，“学校是孩子学习成长的
摇篮，但有了直播课堂，孩子暑假期间
也可以学到新知识。”她说。

今年上半年，我省积极探索“互联
网+消费”新模式。“消费一码通”上线
707家商户、发放购物券、消费抵扣券
3000多万元。

2020年，直播“带货”是绕不开的
话题。

3 月 23 日，携程集团联合创始
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三亚亚特兰
蒂斯酒店开起了直播，推销三亚和海
南旅游，1小时卖掉价值超1000万元
的酒店套餐。

海南政务也刮起了新风，领导干
部变身“带货”主播。卖蜂蜜、卖菠萝、
卖芒果……疫情发生以来，面对农产
品滞销情况，我省各市县干部纷纷走
进直播间，在收获一波波“流量”的同
时，也促进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而从4月2日起，我省开展为期
100天的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其
中，4月2日和3日，我省连续两天开
展两场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省级领
导干部带头现场认购活动，助力消费
扶贫行动。

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举办“海
南好物节”和“6·18”直播促销等大
型网络零售促销活动，发动全省18
个市县领导上阵直播带货，有力带动
线上消费。

此外，在疫情期间，“扫健康码”已
经成为线下消费的必备要件和消费习
惯，有力确保了消费安全有序回升。
而提前预约、错峰出行的预约旅游正
成为旅游消费新常态，门票线上预约
逐渐成为景区运营的标准配置。

无接触式配送正成为外卖配送和
快递健康发展的新方式。我省各市县
积极策划组织各类促销活动，延伸消
费增长的空间和时间，为被疫情冻结
的消费需求回补提供有利条件。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下半年，我省将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
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塑造内需
驱动型经济新优势。进一步加大新
基建投资，提速新基建推动产业和
消费升级，构建城乡融合的新型消费
网络。充分发挥离岛免税购物政策
红利。加快发展保税燃料油加注业
务，带动油品消费大幅增长。提前
筹划好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大力发展假日经济、首店经济。
鼓励数字化赋能实体零售，支持直播

“带货”等新促销手段，促进消费增长
新模式加速形成。结合疫情对商业
综合体、购物中心经营带来的影响，
充分利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赋予的有关政策，加快对消费
领域金融产品的研究，充分发挥消费
调控金融工具的作用，进一步激发实体
商业业态活力。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