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上
半年，我省与泛
珠“9+2”各方

214 家机构、企

业签订 193 个
项目投资合作
协议

两年多来，我省举行多
批次项目集中签约和开工
活动

招商局集团、腾讯、华
为、中兴通讯、宝能集团、厦
门国贸等泛珠“9+2”各方
的大型企业竞相涌入

2018年4月13日以来
香港在我省新设外资企业352家

占全省新设
外资总数45.2%

实际使用外
资23.72亿美元

制图/孙发强

共享海南自贸港机遇
推动泛珠区域联动发展

中央媒体看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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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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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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日报记者 赵鹏 黄晓慧
朱荣鹏

8月31日，海南自贸港创一流营
商环境动员大会从省里开到基层，乡
镇（街道）、村（社区）干部通过视频方
式在分会场参会。全省干部聚焦同
一个话题，齐心谋划关键招数，创造
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

才能吸引更多外资。过去，中国吸引
外资主要靠优惠政策，现在要更多靠
改善投资环境。”习近平主席在博鳌
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
旨演讲，激励海南各地干部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

今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发布，其中明确
提出到2025年海南自由贸易港“营
商环境总体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到
2035年“营商环境更加优化”。朝着
这一目标，海南正以“一天当三天用”

的干劲和“干一件成一件”的韧劲，加
快创建让市场主体向往、让人民群众
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

改进干部作风
提升服务水平

“凉了”好几年的项目，终于破土
动工，海南三永集团负责人董杰喜出
望外。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位于海南中
部，生态优、环境美。 下转A02版▶

《人民日报》关注海南加快创建让市场主体向往、让人民
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

创一流环境 迎八方客来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陈
蔚林 周晓梦）9月13日，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活
动在全省各地同步举行。在位于海
口江东新区起步区中银国际金融中
心的活动主会场，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刘赐贵宣布项目开工，并
在活动前会见了中国银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连舸，省委副书记、省长沈
晓明参加会见并在集中开工活动上
致辞。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151个，总
投资403亿元，今年计划投资80亿
元，项目涵盖了产业发展、“五网”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

刘赐贵在会见时首先代表省委、
省政府感谢中国银行长期以来对海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并对中
国银行新项目开工建设表示祝贺。
他说，中银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在江东
新区的落户，必将推动海南自贸港总
部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江东新区
建设要坚守生态底线，用最先进的理
念和技术，统筹好地上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精心呵护好生态环境，确保建
筑与园区生态相融和，体现海南特
色，不给历史留下遗憾。希望中国银
行充分发挥优势，大力推动智慧金融
建设，加快布局金融新业态、新产品，
打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海南自贸

港智慧金融平台，在“智慧海南”建设
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此次集中开工仪式由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毛超峰主持。省委常委、
海口市委书记何忠友，省委常委、秘
书长孙大海在海口主会场出席，省委
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参加三亚
分会场活动。

开工仪式上，沈晓明在致辞中指
出，项目是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牛
鼻子”，是自贸港建设的重要载体。
要以项目建设推动完成全年主要目
标任务，全力以赴抓投资项目落地，
以投资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单
位要把高质量高标准的要求落实到
每一个项目里，体现在项目落地的每
一个环节中，高水平推进海南自贸港
建设。各市县、各部门要以服务好项
目建设为契机，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下大力气解决业主单位和建设单
位反映的痛点、难点，破除体制机制
障碍，努力打造营商环境的“海南样
板”。业主和建设单位要始终绷紧安
全生产这根弦，确保每个项目平安施
工、高效推进。

刘连舸在致辞中表示，海南已经
成为国内外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不
断吸引着来自全球的目光，驶入了新
一轮发展快车道。他指出，中国银行
将全力把中银国际金融中心打造成

为海口的地标性建筑，为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增光添彩。中国银行将以
这次项目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在
海南的资源投入力度，为海南打造我
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建成具有较强

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作
出贡献。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大唐集团
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还就参与和
加快助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依次

发言。
据悉，两年来，海南累计集中开

工项目1169个，总投资5525亿元，
其中产业发展项目占比达59%以上。

（相关报道见A02、A03版）

海南自贸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
刘赐贵宣布开工并会见企业代表 沈晓明致辞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尹建军）为切实提高
海南村庄规划编制水平，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海
南自贸港建设，我省决定组织开展2020年海南省村庄
规划设计竞赛。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了解到的。

据介绍，此次竞赛采取成果评选方式进行，以各市
县政府为组织主体和申报主体。竞赛自9月份开始，
申报时间截止到11月15日。竞赛结果将作为全省村
庄规划工作现场会和全省村庄规划优秀成果展的主要
内容；荣获项目奖的村庄规划作品将纳入全省优秀村
庄规划成果展，在全省村庄规划工作现场会及省规划
展览馆进行展示展览，并汇编入海南省村庄规划优秀
作品集宣传推广；相关规划编制单位列入全省村庄规
划编制技术单位推荐名单。

本次评选分设项目奖和组织奖，项目奖设一、二、
三等奖，一等奖不超过5个，二等奖不超过7个，三等
奖不超过12个；对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表现优秀的市县
人民政府颁发组织奖，获奖名额原则4个，不分等级，
酌情调整。

“通过把竞赛活动与推动村庄规划编制各项实际
工作结合起来，目的在于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推进全
省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取得实效。”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竞赛的形式，扎实有效推出一批
好的村庄规划编制，确保达到符合乡村发展实际、符合
农民发展意愿、符合乡村振兴要求的村庄规划目的，切
实提高规划的实用性，切实解决村庄建设用地不足、村
庄发展空间受限、基本农田保护压力大、基础和公共服
务设施不完善及历史遗留问题等难题。

海南省2020年村庄规划
设计竞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尹建军）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日前转下达2020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
3.257亿元，分配到万宁市、文昌市、三亚市，分别用于“蓝
色海湾”综合整治行动和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助力海南
海洋生态修复，促进海南海洋生态功能恢复和提升。

据了解，今年3月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会同省财政
厅组织我省各沿海市县启动“蓝色海湾”综合整治行动
和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申报工作，争取中央2020年海
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支持，其中“蓝色海湾”综合整治行
动资金主要用于红树林保护修复，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
资金主要用于海岸带保护修复。经初步审查、现场核
验、竞争性评审等项目审查环节，三亚市、文昌市、万宁
市成功入围并获得国家3.257亿元资金支持。

项目申报成功后，三亚市、文昌市、万宁市积极推
进项目建设。截至目前，文昌市和万宁市已分别投入
地方资金2亿元，完成全部退塘、退排任务。其中，文
昌市完成退塘508.6公顷，即将开展红树林湿地恢复
及重建工作，计划种植红树林面积236.5公顷；万宁市
完成清退养殖池塘8534亩、渔排2.5万口，下一步将进
行51亩退养池塘改造和3402亩红树林种植。三亚市
正在积极推进项目前期手续，争取尽快开工，其中亚龙
湾西段人工补沙项目已完成施工招标工作，亚龙湾东
段、三亚湾砂质海岸保护修复工程正在办理立项审批
手续，进展顺利。

据悉，此笔资金为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成立后下
达的第二批项目中央生态修复专项资金，2019年已下
达第一批资金2.31亿元，用于支持海口市“蓝色海湾”
综合整治行动项目建设；后续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将根
据三亚市、文昌市、万宁市项目实施进度和每年项目申
报入库情况，分批次持续安排中央资金，切实加强海南
省红树林、海域海岸带、海域生态等方面保护和修复，提
高海岸带防灾减灾能力，提升红树林湿地、海湾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守护美丽海洋。

海南下达2020年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资金3.257亿元

本报讯（记者罗霞）近日，省口
岸办出台《关于复制推广借鉴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改革举措》，通过17项改革举措优
化我省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
易便利化。

这些改革举措涉及十大方面，
分别为：进一步推广应用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持续推进口岸通
关改革；推进简化单证办理作业电
子化；加大集装箱“通关+物流”建
设应用；公开海运口岸进出口作业
流程和作业时限；完善口岸设施建

设，加大先进设备的投入和应用；
试点进口货物“船边直提”和出口
货物“抵港直装”；落实口岸收费
公示和监督检查；优化进出口特
定商品监管模式；提升服务企业
水平。

我省将优化中国（海南）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应用功能，推广应用
通关物流综合信息库功能；完善容
错机制，尊重企业选择，持续推广进
出口货物“提前申报”，全面推广进
口货物“两步申报”；简化进出口环
节监管证件和随附单证措施，全面

推广电子报关委托，积极推广原产
地证自助打印；通过中国（海南）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加强“通关+
物流”系统建设，对集卡提箱送箱以
及查验业务等实施预约，便利码头
和集卡合理安排物流作业；进一步
公开水运口岸集装箱货物进出口通
关物流作业流程，增强港口作业透
明度，港口单位优化并公布口岸作
业时限，细化靠泊、装卸、场内转
运、吊箱移位、掏箱、提箱等作业的
时限标准；结合当地实际，升级完
善港口基础设施和口岸检查检验

设施，加强码头装卸作业设施设
备、监控、岸电、智能卡口、港口收
费信息化等基础建设应用，有序推
进港口全自动码头建设，进一步提
高口岸通关效率和现代科技应用
水平；认真落实口岸收费目录清单
公示制度，动态更新口岸收费情
况，并在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公开；对进口汽车零部件、
出口机电产品等特定商品，在企业
有紧急需要时，海关依相关法律法
规优先实施查验和检疫，合理提高
查验效率。

我省出台17项举措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9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仪式举行。图为集中开工仪式海口主会场。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昂
颖）9月13日下午，“善行海南·2020
年海南省希望工程助力脱贫攻坚圆梦
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海口举行，来
自全省的120名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
贫困学子每人获5000元助学金。

仪式上，中建中联集团有限公司、
环球国际集团（海南）有限公司、重庆
市海南商会等7家爱心企业、单位和
庄炳聪、王文君等爱心人士慷慨解囊、
播撒爱心，捐赠总额达80万元。

省希望工程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介
绍，活动启动以来，一大批心系教育事
业的企业和人士，用实际行动为贫困
学生撑起一片蓝天，让贫困学子充分
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温暖。

我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助学金发放

120名贫困学生
每人获5000元资助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9月的海南，艳阳高照，万木葱
茏。

2020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
政首长联席会议将于9月17日至
18日在三亚召开。这次会议，是海
南自贸港建设以来承办的最大的以
区域合作为主题的政府间会议，对
推动泛珠各方联动、协调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据权威部门统计分析，作为岛
屿型经济体，海南经济发展明显受
益于泛珠“9+2”各方合作，加入泛

珠合作以来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趋势。2004 年至 2019 年，海南
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三次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比重提升
至近60%。

借助泛珠三角区域与国外市场
的广泛联系合作，海南经济外向度不
断提高。2018年4月13日以来，与
上一个可比周期相比，海南累计完成
出口645.1亿元，增长50.8%；进口
1116.2亿元，增长20.0%。2020年
上半年，我省与泛珠“9+2”各方214
家机构、企业签订193个项目投资合
作协议。

层次更高 领域更宽

作为祖国的南大门和泛珠地区
面向东南亚的最前沿，海南高度重
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并依托这一
平台深化区域经贸联系。

据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重要区域性合作交流平台，其
成立伊始海南即与各方构建了泛珠
三角区域合作省级层面工作机制，
通过历次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政府
秘书长联席会议等多种渠道，共同
强化顶层设计、对接发展战略、共促
合作行动、搭建合作平台、谋划重大
项目。与此同时，着力建立常态化
长效工作推进机制，做到情况常沟
通、工作常联系，议定事项稳步扎实

有序推进、困难问题多方协同合力
解决。

在战略层面，海南与福建、香
港、澳门、广东、广西和云南在政府
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之间签署多层
次、多领域、多维度合作协议，与两
广共同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协
同推动构建琼州海峡经济带，积极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通过多
种方式强化顶层合作共识、确定合
作重点领域。

在合作层面，海南与泛珠“9+
2”各方在商贸投资、农业、旅游、产
业园区、金融等方面展开形式多样、
富有实效的经贸合作，推动提升经济
发展水平和外向度；大力推进跨省
（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持续提升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下转A02版▶

海南持续深化与泛珠“9+2”各方经贸合作

共享自贸港建设大机遇 共赢新时代发展大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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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拥有着独特地理位置

和超高“颜值”的热带省份，

海南在全国各个版本的教材里并不鲜见：

碧海蓝天、银滩椰影、热带风情……

而随着海南在全国舞台上

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它在教材中“亮相”的频率

也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