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614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181元，同比增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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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4031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412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189元，同比增长1%

同比名义增长1.7%

制
图/

孙
发
强

码上读

■■■■■ ■■■■■ ■■■■■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 夜间 多云有雷阵雨 风向风速 东南风3级 温度 最高31℃ 最低25℃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966123 邮箱：hnrb_xfjb@163.com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D A I L Y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星期四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今日12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庚子年七月初二 初四处暑 2020年8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3327号 20

28
还有

天

9月17日—20日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西海岸）

招商热线：18608998658本报海口 8 月 19 日讯（记者
刘操）8 月 19日，省委副书记李军
主持召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建设工作推进领导小组专题会
议，部署加快推进迎接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评估验收工作。副省长冯
忠华出席。

会上，有关部门汇报了迎接国家
评估验收工作进展、宣传方案、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区域内市县综合

执法机构职能调整有关情况，与会人
员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展开深入讨论，
提出意见建议。

李军指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交给海南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省委书记
刘赐贵、省长沈晓明近期对高质量完
成公园体制试点任务提出明确要
求。 下转A02版▶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陈雪怡）
7月1日离岛免税新政策正式实施以来，
49天时间海南4家离岛免税店销售额突
破50亿元；我省两家国有企业获批离岛
免税经营资质；年内争取在三亚新开设3
家离岛免税店……这是海南日报记者8
月19日从省新闻办公室在海口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据介绍，7月1日至8月18日，海南4
家离岛免税店销售额突破50亿元，同比

增长2.5倍，日均销售额超1亿元；购物人
数达74万人，同比增长70%；购物件数
458万件，同比增长1.5倍。

近日，省政府已正式批准两家公司享
有海南离岛免税经营资质，并报财政部等
部门备案。这两家公司是海南旅游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旅投免税
品有限公司和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全球消费精品（海南）贸易有
限公司。

按照国家部委要求、鼓励适度竞争、满
足游客的期盼以及综合考虑我省接待游客
数量、常住人口数量等因素，按照选址规
划原则，我省今年争取在三亚新设3家离
岛免税店，包括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店和2家
市内店，拟采用招标等市场化竞争方式确
定经营主体，并组织经营主体提出设立离
岛免税店的申请，按规定上报批准后设立。

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离岛免税购物新政策是《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以后，第一个
实质性落地实施的重大政策。海南离岛
免税购物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新热点。
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稳步推进离
岛免税购物新政策实施，持续释放离岛免
税购物新政策红利。接下来，我省将通过
进一步丰富免税商品品种和品牌、降低免
税商品价格水平、提升购物便利度等，增
加消费者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相关报道见A03版）

本报海口8月 19日讯（记者李磊
实习生符贞敏）海南日报记者从8月19
日在海口举行的开展海南省高层次人才
服务联络员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
进一步提升对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服
务保障水平，让人才政策红利真正惠及
各类人才，我省建立了全省高层次人才
服务联络员制度。

为做好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服务工
作，我省专门成立了海南省高层次人才
服务联络员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由
19个省直和中央驻琼主管单位组成，涉
及25个业务部门、25项服务事项。各
市县、园区对标省级做法建立了市（县）、
园区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队伍，按属
地原则，通过一站式服务平台，为本区
域、本园区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人才公共
服务，落实相关待遇和保障。目前，全省

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共337人（其中，
省级25人，市县290人，园区22人）。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工
作机制采用省、市（县）、重点产业园区
三级联动服务架构，在省、市（县）、重点
园区分别设立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提
供“线下服务”；在门户网站设立高层次
人才网上服务专栏，提供“线上服务”。
各服务平台（窗口）的服务联络员信息、
服务事项、办理程序、办结时限等在门
户网站公开。

省委人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建立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制度，
构建“覆盖全省、上下贯通、专人服务、高
效办理”的高层次人才服务保障模式，目
的是展现我省招才引才诚意，为加快海
南自贸港建设集聚各类高层次人才，打
造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保障体系，以妥善

解决人才在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
障、出入境居留等方面的需求，全面解决
人才服务保障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
下一步，随着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工
作在全省推开，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
凭海南省认定颁发的“天涯英才卡”将享
受更多更好的政策红利。

目前，我省已将高层次人才服务联
络员的姓名、办公座机电话和手机号码
以及一站式服务平台联系电话通过海南
人才工作网向社会公布。

我省为高层次人才设立服务联络员337人
全面解决人才服务保障落实“最后一公里”问题

扫码了解
高层次人才服
务联络员的姓
名、电话等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王旨）6月1日《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后，吸引了众
多市场主体来海南投资发展。海南日
报记者8月19日从海南银保监局获
悉，今年6月-7月，我省银行新开企
业户同比增长19.4%，其中新开户企
业中，自贸港鼓励类三大产业占半数
以上。

海南银保监局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6月-7月，我省辖区银行，新增企

业基本户开户数13681户。其中新增
现代服务业企业最多，为6296户；其
次是高新技术产业类，为896户；新增
旅游业企业358户。在企业种类方
面，央企有51家，外企有43家，民企
有11805户。

据招商银行海口分行相关业务人
员介绍，6月份以来，窗口办理企业开
户的人员数量大增，仅在7月，该行就
新增企业基本户开户数854户。

银行基本户是指存款人（企业）办

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的账户。
企业的工资、资金等现金的支出，只能
通过基本存款账户办理。一个企业只
能开立一个基本存款账户。基本户，
也是一个企业开展业务的基础内容。

海南银保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企业基本户的增加，是海南自贸港建
设成效的初步显现，海南银保监局将
继续引导辖区金融机构提供好金融
服务，为企业提供配套金融支持，助
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我省银行业6月-7月新增企业基本户同比增长19.4%
自贸港鼓励类三大产业企业占半数以上

离岛免税新政实施49天销售额突破50亿元
■我省两家国有企业获批离岛免税经营资质
■年内争取在三亚新开设3家离岛免税店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彭青林）8月
19日下午，省委书记刘赐贵在海口与自然资
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率领的国
家海洋督察海南省整改情况专项督察组一行
举行会谈。

刘赐贵首先对专项督察组一行的到来表
示欢迎，对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局长期
以来对海南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刘赐贵指出，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资源
对海南至关重要。近年来，海南省委、省
政 府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生态环
保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坚持海陆统
筹 理 念 ，切 实 保 护 好海南的海洋生态环
境。一方面，以中央环保督察和国家海洋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加大海岸带专项整
治力度，加强珊瑚、砗磲、海龟等海洋生物保
护，完善垃圾、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大力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厕所革命，开展生态
环保百日大督察，解决了一批多年未解决的
突出问题；另一方面，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
大力度落实七届省委二次全会制定的生态环
境保护“30条”决定，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投资
项目，坚决不做房地产加工厂，推动房地产持
续健康发展，全面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取消12个市县GDP考核，确保新建项
目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增量压力。我们将以此
次督察为契机，进一步发现问题、举一反三、
立行立改，切实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努力建
设生态环境世界一流的自贸港。

王宏指出，近年来，海南坚持正确处理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注重工
作的系统性前瞻性科学性，注重顶层设计和
制度建设，通过省域“多规合一”改革在多
个方面先行先试、取得经验，解决了一批

“老大难”问题，整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督察组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坚持实事求是开展督察，与海南一起
研究制定解决问题的办法，共同守护好海洋
生态环境，确保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海
南自贸港建设同步推进。

省领导孙大海、冯忠华参加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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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况昌勋
陈雪怡）8月19日，国家海洋督察海南省
整改情况专项督察在海口分别召开动员
会和工作汇报会。省长沈晓明，自然资
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出席
并讲话。

督察组指出，开展本次专项督察是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任务，
是落实国务院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
是促进海南省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有效手段。本次专项督察

将始终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作为主
要任务，对照党中央新发展理念，立
足自然资源“两统一”职责，深入检查
海南省在海洋领域的贯彻落实情况；
对照 2017 年国家海洋督察围填海专
项督察指出的问题和海南省的整改方
案，深入检查海南省整改落实情况。做好
本次专项督察，是自然资源部与海南省共
同的责任，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
会党中央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强化政治责任、

强化协作配合、强化纪律要求，实事求是
地做好督察工作。

沈晓明表示，此次专项督察既是对上
次国家海洋督察整改情况的“工作检验”，
也是对海南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总书记关于海南自贸港生态环
保工作重要批示精神的“政治体检”。要
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对海南生态环保工作的决策部署和
此次专项督察的具体要求上来，自觉接受
和配合督察，认真抓好整改落实，牢牢守

住自贸港生态底线。要以高度的政治觉
悟、严谨务实的作风和优质高效的服务，
确保督察工作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要
以专项督察为契机，突出重点、分类施策，
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并举一反三、标
本兼治，加快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的制度集成创新，健全海洋资源保护和
利用管理长效机制，增强及时发现问题
和自我纠错能力。

督察组全体人员，毛超峰、冯忠华、倪
强参加会议。

国家海洋督察海南省整改情况专项督察召开动员会
沈晓明王宏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王
曼）2020年上半年，我省扎实推进

“六稳”“六保”工作，经济运行逐步向
常态化复苏，城乡居民收入受疫情影
响减弱，增速呈回暖趋势。上半年，
我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4031元，同比名义增长1.7%。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
海南调查总队了解到的。

具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略
有回升，转移净收入贡献率最大。上
半年，海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41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9元。
四大项收入增幅呈“三升一降”态势，
其中，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
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同比分
别增长0.8%、8.1%、11.7%，转移净

收入增速最快。
农村居民收入受疫情影响逐步

减弱，收入恢复情况好于城镇居民。
上半年，海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861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1
元。农村居民四大项收入增速“两升
两降”，转移净收入在四大项收入中
增速最快。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相关
负责人分析说，政府优先保障民生支
出，通过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和离退
休金等各项社会保障待遇、扩大惠农
补贴覆盖面、增加临时救助等措施，
带动农民转移净收入继续较快增
长。此外，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相
关政策，通过组织和服务农村劳动力
务工等措施，帮助居民增收。

上半年我省居民收入
呈回暖趋势

8月18日，在工作人员遥控操作下，搭载侧扫声呐仪的SL40无人水下探测船开始排查三亚河水下暗管排污口。
据了解，三亚环保部门使用无人水下探测船对三亚河相关段面进行水质监测及暗管排污口排查，可为水生态治理工作
提供准确的参考依据。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无人船 测水质

李军主持召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工作推进领导小组专题会议

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各项迎检任务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新海南客户端

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