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创一流营商环境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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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国家公园 探访热带雨林

督察进驻期：
2020年8月19日-9月19日
督察组主要受理 2017 年围填海专项督察指

出问题整改情况群众质疑的联系电话与邮件
值班电话：0898-65390750
受理联系电话时间：每天 8：30—12：00，14：

30—17：30
专门信箱：海口市专用邮箱A045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海洋专项督察组
进驻海南开展海洋专项督察

本报北京9月5日电（特派记者
罗霞 周晓梦 尤梦瑜）“海南自贸港
处处是商机！”9月5日，2020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海南自贸港
综合推介会在北京举行，吸引了一
大批国内外企业代表通过线上和线
下方式参会。与会企业代表纷纷看
好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期待与海
南深化合作。

海南自贸港有哪些优惠政策？
哪些产业、园区和项目值得重点关
注？结合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此次海南自贸港综合推介会重点从
自贸港政策、环岛旅游公路和驿站、

旅游资源、亚沙会、国家数字服务出
口、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以及重点
园区等方面进行宣传推介，向海内
外展示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产业等
优势，邀请投资者参与海南自贸港
建设，共享自贸港发展新机遇。省
商务厅、省旅文厅、第六届亚洲沙滩
运动会组委会、海南生态软件园、海
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
三亚市中医院陆续进行宣传推介。

来自紫光集团、戴姆勒中国、联
想集团、松下电器、毕马威中国、中
粮集团等60余企业的代表到场参

会。此外，线上推介同步进行，吸引
了不少投资者的目光。

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相关
负责人徐海波提前来到推介会现
场，并仔细倾听了各项推介。“海南
自贸港政策力度大、投资机会多，很
多企业非常关心海南自贸港的发
展，希望与海南开展合作。”徐海波
感慨道，“我将把从会上了解到的信
息及时告诉公司，希望未来松下电
器能与海南有深化合作的机会。”

“这场推介会让我们更深入了
解了海南的政策亮点，比如零关税、
低税率、简税制等。到目前为止，很

多客户和朋友都会向我们咨询一些
关于税的问题。这些政策亮点对我
们的客户乃至行业都很有吸引力，
我们不仅可以自己去开拓海南的市
场，同时也可以引导客户到海南，让
他们受益于海南的政策红利。”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合伙人刘雪
华说。

与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海南
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
业方面的政策多、潜力大，近期将到
海南考察，推动多领域的投资和贸
易合作。

（相关报道见A02版）

海南利用服贸会平台举行自贸港综合推介会

国内外企业热情对接海南自贸港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今年8月把公司落户到海口复
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的巴西人欧
力，这段时间正在申请来琼工作许可
和居留许可。

“一般情况下，办理涉外业务提
交的材料比较多。外国人来华工作
管理服务系统对海南的服务升级后，
我们在一个系统就可以完成两类业
务材料的提交，不必再重复提交材
料。”欧力说，未来他们公司还会招聘
外国人，这些举措也让他越来越感觉
到海南营商环境在不断优化、改善。

外国人到海南合法工作，需要先
获得来琼工作许可，再申请工作居留
许可。在9月2日以前，在海南工作
的外国人需要分两次向外国人来华
工作管理服务部门和出入境管理部
门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在国家外专局的支持下，省科技
厅和省公安厅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简化外国人工作、居留许可审批
一体化制度创新改革工作，梳理简化
申办信息和流程，升级改造“外国人
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推动工作
许可和居留许可政务服务平台一体
化建设。

9月2日，新升级的外国人来华
工作管理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海
南聘用外国人的单位进入申办系
统后会发现——申报信息界面增
加了办理工作类居留的信息要件
及相关材料，他们只需提交一次材
料即可申请办理工作许可和工作
类居留许可。

在审批端，省外国人工作许可
管理部门和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可
同时在网上了解外国人的教育背
景、工作经历、工作单位及居住地址
等信息。

“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

升级后，外国人聘用单位在系统一次
性提交申办材料，我们和公安出入境
管理部门可共享申办信息，避免申办
人重复提交相同材料，简化申办环
节。”9月4日，省科技厅引进国外智
力服务管理处（省外专局）负责人李
海璇介绍，这是该系统升级后最大的
变化，目的是为海南聘用外国人的单
位、企业提供便利服务，优化营商环
境，吸引更多海南急需的“高精尖缺”
人才到海南工作。

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
升级后，省科技厅和省公安厅将不断
打通壁垒，释放信息共享的便利化政
策优势，逐步放开外籍“高精尖缺”人
才出入境和停居留限制，对外籍高层
次人才投资创业、讲学交流、经贸活

动提供出入境和工作居留便利化政
策及服务。

据统计，当前我省共有外籍人才
1万多人，他们活跃在教育、旅游、交
通、商务服务、科技、文化等领域，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注入了更多国
际活力、国际智力。

人才聚集，能推动产业发展。
为了吸引更多外国人才的加入，当
前海南正逐步扩大外国人才申请永
久居留对象范围、放宽签发长期签
证和居留许可的对象范围、拓宽外
国人才引进对象范围，积极探索在
外国人较集中地区建立移民事务服
务中心（站点），提高外国人服务管
理的水平。

（本报海口9月5日讯）

打通壁垒实现信息共享，我省简化外国人来琼工作许可等申办手续

让外国人来琼工作生活更加便利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李
梦瑶 于伟慧）9月5日中午时分，霸
王岭林区斧头岭，几只海南长臂猿
抓住绳索轻松跃过一处深谷，飞奔
至更广阔的雨林。如今，类似于这
样的场景正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里频繁上演。

帮助海南长臂猿跨越深谷的绳
索是生态廊道的一种，旨在连通雨
林，进一步扩大这群雨林精灵的活
动觅食区域。“目前，我们已启动空
中廊道主体部分的安装工作，海南
长臂猿生态廊道试点建设有序推
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与此同时，他们通
过恢复天然林、改造次生林，对海南
长臂猿的潜在适宜栖息地进行更新、
抚育，让其快速转化为现实栖息地。

今年8月18日6时31分，安装在
霸王岭雨林里的一台红外相机拍到一
雄一雌两只成年海南长臂猿的同框照
片和视频，证实新形成的E群已扩散
至距离斧头岭10公里外的东崩岭。

这一智能监测结果与自今年1
月份以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人工监测结果相互印证，说明原栖
息地与该新栖息地之间存在扩散通
道，释放出海南长臂猿拥有扩散到
新栖息地能力的利好信号。

今年8月28日，E群中的雌猿
诞下一只幼猿，意味着这个小家庭

基本稳定下来，也再一次反映出我
省对海南长臂猿的保护卓有成效。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长臂
猿栖息地修复，壮大海南长臂猿监
测队伍，建设海南长臂猿生态廊道，
并积极发挥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和

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的作用，
提升科研科考水平。”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霸王岭林区已安装布设300余
台红外线监控相机，将为海南长臂猿
个体识别保护工作提供更翔实的影

像信息与科研数据，建立起科学有效
的海南长臂猿保护和研究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自海南国家公
园研究院组建以来，该院邀请国内外
一流专家团队成立联合攻关课题组，
目前已初步建立汇集国内外300多

名生物学、生态学等多学科、多层次
的优秀人才专家库，设立海南长臂猿
保护研究中心，制定海南长臂猿保护
专项规划，多项海南长臂猿科学研究
和保护项目正稳步推进实施。

（相关报道见A05版）

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初步形成
连接碎片化的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多项科研项目稳步推进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李磊）为加强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保护和管理，维护生态安全，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9月3日，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自10月1日
起施行。

《条例》分为总则、规划建设、生态与资源保护、利
用管理、法律责任、附则六个部分。分别对构建统一管
理、协同配合、多元共治的国家公园保护管理体制，实
行分区管控，国家公园的重点保护对象及其保护措施，
国家公园内原住居民及周边社区居民生产生活与国家
公园保护的关系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并明确了相应的
法律责任。

据悉，《条例》将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保护、
利用和管理提供法治保障，服务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同时也会对国家探索研究制定国家公园相关法
律法规提供实践经验，贡献地方智慧。

（相关内容见A06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试行〉》
10月1日起施行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
虎）9月5日下午，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预防道
路交通事故工作视频会。从即日起至12月15日，省
公安厅决定在全省范围内通过集中用警、多警联动等
方式，部署开展重拳整治酒驾醉驾百日安全行动。

据介绍，今年1月至8月，全省醉酒及饮酒后驾驶
肇事突出，共发生225起、死亡66人，死亡人数占整个
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16.14%，同比减少7人，下降
9.59%。其中醉酒肇事198起、死亡50人，海口、三亚、
儋州、琼海、文昌、万宁占比较高。今年以来，全省共查
处饮酒后驾驶、醉酒驾驶7718起，同比上升31%，其
中醉酒驾驶1149起，同比下降13.6%。

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按照“全覆盖、零
容忍、严执法”的要求，抽调路面执勤警力，成立查处醉
驾刑事案件工作专班，充分结合“路长制”勤务机制，开
展多警种合作，对酒驾醉驾实行“齐抓共管”、统一立
案、统一侦查、统一采取强制措施，提高查处效率和办
案质量。

省公安厅强调，对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一律
顶格处罚，切实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情节严
重、危险程度高、社会危害大、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醉
驾行为，一律从重惩处，依法判处实刑。办理案件中，
要及时查证核实当事人的政治面貌、是否是国家工作
人员等身份信息，对党员、国家工作人员酒驾醉驾行
为，要及时通报当地纪检监察部门。

省公安厅要求，要每月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酒驾醉
驾违法犯罪和交通事故案例，曝光一批终生禁驾人员
名单，提高执法震慑和惩戒力度。对查处的酒驾醉驾
违法犯罪行为，要及时公开公示，并推送至征信管理部
门。对经通报不整改，继续出现驾驶员酒驾醉驾的运
输企业，要通报当地安全生产委员会，并建议对企业安
全生产实行“一票否决”。

我省开展整治酒驾醉驾“百日行动”

酒驾醉驾一律顶格处罚

本报北京9月5日电（特派记者
罗霞 周晓梦 尤梦瑜）在9月5日举
行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论坛上，教育
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刘锦介
绍，中国致力于深化拓展与世界各
国在教育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交流互
鉴，将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粤港澳
大湾区、长三角地区、雄安新区在教
育对外开放领域先行先试，高质量

创新发展，积极打造教育对外开放
新高地。

随着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中国的教育合作伙伴已遍布全球，
与188个国家和地区、46个重要国
际组织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
系。目前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约
140万人，我国是全球最大留学生源
地国。

刘锦介绍，将支持国内高校加强

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合
作，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在
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实现政
策突破；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
升级版，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
沟通对接，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优秀青年人才来华学习；鼓励更多优
秀青年出国留学交流，完善“平安留
学”机制，持续关心关爱海外留学人
员的健康和安全。

教育部：

将支持海南自贸港等地
在教育对外开放领域先行先试

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加快修复和扩大。图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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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启动消费扶贫月活动

消费聚爱心
产销助脱贫

探校园、领课本、做消毒、迎军训……

海口中小学
做好“功课”迎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