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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经济日报、中新社聚焦
海南自贸港建设

奔跑的海南“日日新”
本报讯（记者刘笑非）9月9日，新华社、经济

日报、中新社等中央媒体刊发报道，从保护生态环
境、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继续关注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取得的新进展。

9月9日，新华社以《为更美发展“留白”——海
南自贸港的生态坚守》为题刊发报道，聚焦海南自
贸港建设开局以来，以激发园区“绿色效益”为杠
杆，撬动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为更美发展“留白”。

报道提到，海南自贸港统一挂牌的11个重点
园区，全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等低碳产业，所有新上项目都不允许对生态环境造
成增量压力，绝不“捡进篮子都是菜”，生态理念在
各个领域不断落地和强化。用行动表明绿水青山、
碧海蓝天是海南自贸港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

当天，《经济日报》以《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发布100天——海南，每一天都在奔跑》为题，
报道了海南自贸港在优化营商环境、制度集成创
新、人才引进、人才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报道称，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在海南自贸港
创一流营商环境动员大会上郑重表态：“下大力气
解决营商环境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市场主体反映的
最强烈痛点，努力打造营商环境的‘海南样板’”。

强化改革创新意识，已成为海南推进自贸港
建设的共识。推动法定机构改革、简政放权等举
措，赋予园区管理部门相对独立的事权、财权、人
事权；第一届“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项目，在
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建立开放
型经济体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南成立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和省委人才发
展局，制定出台一系列涉及人才的政策，在海南营造
了前所未有的识才、爱才、重才、用才的良好氛围。

中新社9月9日刊发题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百
日”：营商环境改善 外资“登岛”抢先机》的报道，聚
焦海南新设外资企业和实际使用外资的增长。

报道介绍，海南今年前7个月新设外资企业
同比增长超五成，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近两
成。其中，仅7月份海南全省就新设外资企业86
家，同比增长230.77%。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海南将大幅放宽市场准入，针对外商投资大幅减
少禁止和限制条款。利用外资实现大幅增长，体
现境外投资者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良好预期，也
表明海南改善营商环境的进展得到广泛认可。

离岛免税红利加速释放
助力旅游消费提质升级

一个长约75厘米、宽约66厘
米的免税购物特大号打包袋，在
以前几乎派不上用场，如今在海
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雅诗兰黛柜台
日均要用掉近百个。

“它们足够大，能将顾客买到
手的成堆‘战利品’，通通装下。”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雅诗兰黛店
长李新翠说，海南离岛免税新政
实施前，化妆品只能买12件，现
在增加到30件，很多顾客就敞开
了买。

今年7月1日起，新的海南离
岛免税政策开始执行，离岛免税
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3万元提高
至10万元，取消单件商品8000
元免税限额，并增加产品种类。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迎来史上力度
最大的调整。

“手机免税，化妆品可以买30
件，有酒有茶卖，10万元额度太豪
气了……”当具有含金量的离岛
免税新政拉开大幕，“剁手一族”
的钱包很难再捂得住。

数据更具说服力，7 月至 8
月，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
物金额 55.8 亿元、件数 612.2 万
件、旅客83.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
长221.9%、147.3%、54.8%。

“免税购物额度增加到每年
每人10万元，会吸引更多中高端
消费群体到海南旅游购物，拉动
消费需求升级。”海南康泰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陈晨表示，离岛
免税新政给旅游行业带来实实在

在的利好，海南“旅游+免税”的未
来大有可为。

“我相信新的离岛免税政策
红利加速释放，会有效地促进我
国居民境外购物的冲动和热情转
向海南，从而有力推动海南建设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上海海关学
院海关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黄胜
强说。

旅游市场强势回暖
客流量持续回升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加之离岛免税新政正式实
施和7月14日全国恢复跨省团队
旅游，海南旅游业重振大幕全面
拉开，消费者信心及出游意愿逐
渐提升，海南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三亚·亚特兰蒂斯7月整体
入住率超过九成，高于去年同
期，而8月的客房入住率也持续
走高。

订单火爆、一房难求……是
我省旅游产业强势“回暖”、复苏
加快的一个缩影。

“与去年同期相比，我们景区
客流量疫后整体恢复超过七成。
我们近期也调整了价格和产品体
系，推出系列优惠活动，让利消费
者，让游客玩得放心、舒心、省
心。”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销售经理常彪说。

“海南作为全国热门旅游目
的地之一，我们希望以产品和体
验的升级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助力海南旅游业重振。”海南陵
水猴岛旅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杰介绍，8月，猴岛周末游客
数量已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工作

日游客数量也恢复至去年同期五
六成。

携程数据显示，高端旅游成
为海南跟团游的主流，该平台预
订4钻和5钻产品的人数占比超
过70%，其中仅5钻占比就超过
了60%。在跟团游方面，私家团
的占比上升最快，占比超过20%，
定制游占比近15%，北京、上海、
广东、江苏、浙江等成为海南定制
人气最高的客源省市。

海南旅游市场客流量持续回
升的背后，离不开“省六条”“旅八
条”等疫后旅游业重振计划和一
系列举措的支撑。

“得益于各项有力举措的稳
健实施，海南接待游客人次和旅
游收入两项指标降幅逐步收窄，
酒店入住率大幅提升，三亚海棠
湾等区域酒店甚至出现一房难
求的火爆场面，免税购物旅游更
是逆势增长，对旅游产业链的消
费拉动作用尤其突出。”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有关负责人
指出。

丰富旅游消费产品
让游客“还想来”

去年10月1日，为期一年的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启动。
13类消费业态、千场各类促消费
和扩消费活动、十大主题旅游线
路和十大旅游套餐、组合优惠活
动……一系列安排被列进“日程
表”中，以更好地拓展旅游消费
新热点，进一步丰富海南旅游产
品，让旅游消费者“进得来、留得
住、不想走、还想来”，推动旅游
业转型升级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建设。

此外，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还要考虑如何将离岛免
税这把火烧得更旺？

对该问题的回答此前早有
信号。今年 7 月 10 日，省财政
厅、商务厅、市场监管局联合发
布公告明确，有序引入适度竞
争，提高离岛免税经营服务质
量。该公告指出，在省委、省政
府统一部署和规划指导下，上述
三部门正根据财政部《海南离岛
旅客免税购物商店管理暂行办
法》等相关规定，按照经营品牌、
品种、价格和国际“三同步”的原
则，采用招标等市场化竞争方式
选择并确定新增加的海南离岛
免税购物经营主体。

上述公告出台一个多月后，8
月19日，“海南两家国有企业获
批离岛免税经营资质”“海南争取
今年内在三亚新开设3家离岛免
税店”等新闻消息刷屏朋友圈。
新增离岛免税牌照、新增免税店
的背后，意味着将有不同的离岛
免税经营主体将进入市场竞争，
竞争会带来效率提升，也会为消
费者提供更多“物优价美”的商品
和服务。

“充分竞争之后，离岛免税
商品会非常丰富，免税商品的
价格也会与巴黎、伦敦、香港等
城市并轨。上述城市的经营场
所租金和人工成本高企，这些
成本将转嫁至商品价格上，而
海南的租金和人工成本远低于
这些城市。”对海南离岛免税购
物的长远发展，丝路研究院（海
口）首席专家、院长，复旦大学
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张湧表示看好。

（本报海口9月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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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第二中学在教学楼2楼安装
了校园直饮水设备，设备的砂滤器每半
年一换，炭滤器和软化器则是一年一换，
不锈钢水塔可装1吨水。戴健康证明胸
牌的管理人员符天禹说：“直饮水机房不
让外人进入，确保无菌安全，开学前夕我
们会对机房进行全面消毒，处理后的直
饮水通至全校90多个教室。”

9月7日开学后，通过每间教室安装
的刷卡壁挂饮水机，儋州市第二中学学
生能喝到安全直饮水。

近3年来，儋州市把食品安全、生活饮
用水工作列入政府重点工作内容，构建统
一指挥、上下联动、部门联合、齐抓共管、运
行高效的格局，严厉打击食品违法行为，保
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人民群
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满意度逐年提升；强
化对各类重点场所卫生监管力度，全市重
点场所环境卫生逐年好转，确保重点场所

卫生指标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确保市民吃得安全、健康、放心

“过去农贸市场环境卫生差，路边卖
菜的小贩把人行道都占满了，居民都很
担心买的食品是否干净、卫生、安全。”在
儋州市那大镇先锋社区生活多年的居民
刘君，对附近农贸市场的卫生变化很有
感触。刘君注意到，现在农贸市场变得
卫生干净，熟食区、干粉区均装纱窗，摊
贩戴着口罩，大家吃得放心。

近3年来，儋州市确保建成区23家
食品生产企业、1856家食品流通经营户
和1134家餐饮服务单位符合卫生规范要
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7万余人次，检查
食品生产企业、流通经营户、餐饮服务单
位3万余家次，快检农产品和食品2.53万
批次，抽样送检871批次，立案查处652

宗，罚没款170余万元。在那大城区设立
7个区域，对食品摊贩划区域、定时段、限
品种规范经营管理，建立屠宰操作、肉品
品质检验等制度，屠宰检疫率达100%。

严格执法，确保生活饮用水卫生安
全。该市现有市政供水单位1家、二次供
水单位494家，饮用水卫生许可证办证率
100%，每年制定全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
测方案，加强市政供水单位自身检测，市政
供水单位每月按规定对出厂水、水源水、管
网水进行检测。近3年来，市政出厂水、管
网末梢水监测合格率均为100％；无生活
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发生；生活饮用水监
督覆盖率达100％；检查供水单位839家
次，提出整改意见870多条。每年对供水
单位的出厂水、管网末梢水、小区直饮水等
抽样检测，共抽样检测各类二次供水水样
639份，合格628份，合格率98％。

坚持食品检测，从源头严防食品安全

问题发生。儋州开展国家级、省级食品抽
验1200余批次，合格率约98%，开展覆盖
60个品种食品的快速检测近3万批次，合
格率为98.3%，农贸市场农药残留监测果
蔬日检日示近25万批次，合格率为99%。
开展多轮次、高频次、重覆盖的专项整治工
作，相继开展地沟油、甲醛牛百叶等各种专
项检查200余次，查处违法案件652宗，没
收并销毁违法食品2.2万余件，累计罚没
款170余万元，吊销许可5宗，取缔无证经
营32宗，移送涉刑案件10宗，判刑4人。

确保重点场所清洁消毒达标

“卫生问题关系到食品安全，我们必
须做好卫生，让顾客吃得安全放心。”个体
经营户陈丽荣在儋州开了8年的蛋糕店，
她和店员每天都把店里打扫干净，对柜
子、冰箱重新消毒，店外做好“门前三包”。

儋州市不断优化小餐饮店食品安全
量化分级管理，目前量化分级管理率达
96.7％；全市公共场所经营单位 1256
家，从业人员 5469 人，健康体检率达
100%；卫生知识培训率100％；健康证
发证率100％；“五病”调离率达100%。
住宿、美容美发、歌舞厅、足浴场所量化
分级管理率连续3年达100％；卫生许可
证办证率100％；公共场所经营单位、顾
客用品用具检测率100%；禁烟标识发放
张贴率100%。2242家经营单位的病媒
生物防制及餐饮具、公共用品用具等清
洗、消毒、保洁等设施齐全，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

此外，儋州市加强对学校和托幼机
构的教室、食堂、供水设施、学生宿舍及
厕所等卫生监测监管，全市大中小学校
281所，教学生活设施达到国家卫生标
准。每所学校设立校医室或卫生保健

室、心理咨询室，按学生人数600:1的比
例配备专（兼）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或保
健教师，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培养学生
良好的卫生习惯，中小学健康教育开课
率达100％。

儋州市还对187家用人单位接触职
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开展职业健康检
查，2019年职业健康检查1950人，检查
出职业禁忌人员45人；从事接触职业病
危害作业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率90％
以上。该市对疑似职业病人及时诊断，
对确诊职业病人科学安排治疗和妥善安
置，督促用人单位及时把职业禁忌人员
调离所禁忌的作业岗位。近3年未发生
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

近3年来，儋州市监督检查13500
余家次，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8100余
份，责令立即或限期整改3100余家次，
取缔无证经营单位17家。截至目前，建
成区登记注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3013
家，“三防”合格数 2917 家，合格率为
96.8%；没收并销毁违法食品 2.2 万余
件，罚没款200余万元，吊销许可5宗，
取缔无证经营32宗，移送涉刑案件10
宗，判刑4人，有效杜绝有毒有害食品药
品流入市场。 （策划/刘龙 撰稿/李珂）

儋州强化卫生监管，确保重点场所卫生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餐馆酒店干净 居民吃住安全
儋州市监督检查 13500余家次
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8100余份
责令立即或限期整改3100余家次
取缔无证经营单位 1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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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是收获的节日，也是耕
耘者的节日。

今年9月10日，我们迎来了
第 36 个教师节，高米国际幼儿
园代表所有的园区孩子和家长，
向辛勤耕耘的基层教师致以节
日祝福和亲切慰问：“老师，你辛
苦了！”

早教、幼教老师工作内容繁
琐且强度大。在平时的工作中，
他们要把孩子的教育、生活、安全
扛在自己的肩头，并且每天都以
最好的精神状态陪伴孩子。

择一事，终一生。高米国际
的老师们以德立身、潜心育人，一
直致力于把“做孩子最信赖的陪
伴教育”这件事做到极致。

在297名高米国际在校老师

中，有育儿近20载的老师史叶青、
致力创新的老师梁冰、才艺双全
的老师区海敏、满心热忱的老师
梁倩、每次上课从不懈怠的老师
洪慧琴……高米国际每一位教师
都和她们一样，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诠释“教师是太阳下一项光辉
的职业”，展现教师们尽责尽心、
立德树人的风貌。

高米国际作为 0 岁至 6 岁
综合教育品牌，于 2016 年合并
海南悦宝园而成立。如今，高
米国际在海南、湖南共开设9家
直营园所，4 年多时间共服务
8889 个家庭，在岗教职人员达
330多人。

高米国际涵盖早教、托育教
育、幼儿教育、兴趣培训等领域，

是一家“托育早教”的园所教养模
式机构。

其中，托育体系采用适性课
程，遵从孩子生理发展和心理发
展规律，根据年龄、性格开发每
个孩子的潜能和天赋。该机构
早教以美国高端早教体系霍华
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为基
础，致力于教授0岁至6岁婴幼
儿早期教育、智力开发、语言发
展、亲子互动等内容。高米国际
幼儿园课程改变传统教学方法，
采取中英文TIB主题探究课程，
目的在于通过向幼儿分享各国、
各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文化差异，激发孩子的天赋，培
育优秀的幼儿。

（撰文/陈梅）

高米国际：“老师，你辛苦了！”

高米国际优秀教师合影。 （图片由高米国际提供）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赵优

您近期去海南“玩
购”了吗？到海南旅游+
免税购物，正成为当下
“出行潮”最具热度的选
择之一。

我省不断丰富旅游
产品，借助离岛免税新
政效应，释放消费潜力，
吸引旅游消费回流，在
当下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我省积极培
育旅游消费新业态、新
热点，充分展现离岛免
税购物新政“魅力”，不
断丰富旅游产品体系，
推动旅游消费提质升
级，进一步释放旅游消
费潜力，打造消费者满
意的“度假购物天堂”。

我省不断丰富旅游产品，释放离岛免税新政红利，向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迈进——

“玩购”海南玩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