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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 ·庆丰收，迎小康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见习记者 高懿
特约记者 陈思国

宽敞明亮的银色大铁棚下，牛叫
声此起彼伏，一头头肥壮的小黄牛，
或排着队安然地吃着牧料，或三五成
群躺在棚里悠然歇息。

“基地以‘龙头企业+村办企业+
村党支部+贫困户’的合作模式运营，
与当地黄牛养殖产业无缝衔接，能带
动更多村民参与到产业链中。”近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小黄牛养殖基
地负责人周云彩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养殖基地里，来自隆广镇新光村

的村民黄法雄负责基地清理、投喂牧
料等日常工作。“原来我只在家务农，
收入不多，生活也有困难。”黄法雄
说，后来在政府的牵线下，他来到基
地务工，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如今
每月能领到3000元的工资。

养殖小黄牛是隆广镇及附近乡
镇村民的传统产业，但大多养殖规模
较小且属于粗放型养殖。“过去村头
村尾总能看见游荡的黄牛，这样子养
牛长得慢，它们随处排便也影响了村
里的卫生环境。”黄法雄说。

“隆广镇有着良好的养牛基础，
但由于个人养殖规模小、缺乏科学管
理，经济效益不高。”隆广镇镇政府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带动当地贫困群
众增收致富，隆广镇引入龙头企业发
展肉牛产业，并将其确定为助农增收
的扶贫项目，来自该镇6个村委会的
771户贫困户3054人可享受基地每
年给予的分红。

目前，建档立卡贫困户入股后基
地养成的首批小黄牛已陆续出栏上
市，预计今年10月将实现第一次分
红，收益分红金额约为35万元。

“我们跟当地村民形成良好的产
业合作关系，实行村民养前端，我们
养后端的模式，小黄牛300斤以下由
村民自己养，长到300斤以后，由我
们收购并集中养殖，通过科学、规模

化养殖以及统一销售，在短时间内形
成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周云彩说。

周云彩还介绍，按照村民放养的
模式，小黄牛需要一年多到两年才能
长到正常出栏销售的体格，而通过基
地的集中科学养殖，小黄牛可以提前
出栏销售。当地村民也可以为基地
提供牧料原料，以此增收。“集中化的
养殖，也减少了小黄牛散养对乡村环
境的污染，如今走在村里，明显感觉
到环境更洁净了。”周云彩说。

目前，隆广镇小黄牛养殖基地规
划占地总面积约60亩，有现代养殖
牛舍4000平方米，每年可出栏1000
头，未来还将扩大规模至3000头。

通过引入龙头企业发展小黄牛养
殖产业，也让更多村民学习到更为专业
的养殖技术。“发展养牛项目后，我们多
了一份收入，同时我也能学到更多的技
术，靠自己的双手创业致富。”在基地务
工的隆广镇广坡村村民符爱荣说。

隆广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该镇还将积极探索企业管理带
动农业发展的模式，力争把小黄牛
基地建设成科学化、规模化、标准化
的现代养殖基地，并延伸小黄牛产
业链，形成完整的养殖链条，做大做
强小黄牛养殖产业，帮助更多村民
增收致富。

（本报椰林9月18日电）

陵水隆广镇依托小黄牛养殖基地培育壮大当地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抱团养牛让日子更“牛”

我省4个村庄入选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实习生杨韫颖）近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名单，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梁家庄村等246
个村入选，我省4个村庄榜上有名。

入选的4个村庄为：三亚市吉阳区吉阳镇博
后村、文昌市潭牛镇大庙村、五指山市水满乡新
村、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要求，扎实推进乡村休闲
旅游精品工程实施，加强指导服务，加大政策扶
持，强化宣传推介，培育知名品牌，加快建设创新
引领产业美、生态宜居环境美、乡土特色风貌美、
人文和谐风尚美、业新民富生活美的宜居宜业宜
游美丽休闲乡村，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
代化作出新贡献。

省老促会将联合海南师范大学

在革命老区学校推进
“读好用好红色图书”活动

本报陵城9月18日电（记者刘操）海南日报
记者从9月18日在陵水召开的全省老促会系统
老区宣传工作会议上获悉，2021年，省老促会将
大力推动各市县完成《老区县发展史》编纂工作，
出版《儒万山革命根据地的故事》一书，联合相关
主流媒体开设专栏，通过寻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0个县委遗址（旧址），讲好“共产党员在人民中
间生根开花”的故事。

省老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明年省老促会还
将抓好重要革命遗址的建设维护，包括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便文村革命遗址的建设和在六芹山
革命根据地设立标识；将积极推动红色旅游的发
展，助力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的改造，动员
相关协会会员单位免费为六连岭全国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升级版编制概规。此外，还将联合海南
师范大学在革命老区中小学校推进“读好用好红
色图书”活动。

陵水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陈俊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范瑶）海南日报
记者日前从省纪委监委获悉，陵水黎族自治县县
委常委、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陈俊华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第二十三届科博会在京举办

海南签约两个科技合作项目
本报北京9月18日电（记者王玉洁）第二十

三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科
博会）日前在京举办。9月18日，第二十三届科博
会科技合作项目推介暨签约仪式在北京国际饭店
举行，现场共有20个项目签约，其中海南签约2
个项目。

据悉，现场签约的20个项目来源广泛，其中
1个项目来自美国，其他19个项目分别来自北
京、广西、海南、青海、山东、新疆等省区市，签约总
额163亿元。

海南方面，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和中国通用咨
询投资有限公司签约，双方将共同在海口市建设
中国技术转移（海南）中心项目，规划建设线上（一
平台、一虚拟园区）线下（一中心、一孵化器）相结
合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孵化平台。海南省科学技术
厅还与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签订海南省高新
技术产业招商引资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
方将充分发挥平台和资源优势，促进双方在电子
信息、汽车、航空航天、船舶、光伏等高新技术产业
领域的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科技合作项目推介环
节，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局长韩圣健现场宣传
推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海南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关政策，重点介绍《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的背景、相关开
放制度安排及产业发展机遇，诚邀各大企业到
海南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共享海南自贸港建设
带来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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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海南日报记者9
月18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交通运
输部近日下发《关于在中国（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开放调整实施
有关规章规定的公告》，支持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和《国务院关于在中国（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
法规规定的通知》要求，交通运输部决
定，自2020年9月14日起至2024年
12月31日，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船舶

检验管理规定》有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第
一、二、三款的有关规定，在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注册企业经营国
际客船、国际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
业务的审批权限，由交通运输部下放

至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由海南省人民
政府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完善落实事
中事后监管措施，经交通运输部同意
后实施。

二、暂时调整实施《船舶检验管理
规定》第六条第四项的有关规定，在中
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登记的中国

籍国际航行船舶，允许由外国船舶检
验机构开展船舶入级检验。在强化对
引入外国船舶检验机构管理，保障国
家安全、社会安全、生产安全的前提
下，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管理
办法，完善落实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经
交通运输部同意后实施。

交通运输部调整实施有关规章规定，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下放部分权限 助推海南运输业扩大开放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周
晓梦 特约记者朱莹莹）9月18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运输船舶
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明确对符合相应条件的国际
运输船舶，实行增值税退税政策。该

通知自 2020 年 10月 1日起执行至
2024年12月31日。

按照《通知》，对境内建造船舶企业
向运输企业销售且同时符合购进船舶
在“中国洋浦港”登记、购进船舶从事国
际运输和港澳台运输业务这两项条件
的船舶，实行增值税退税政策，由购进
船舶的运输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退税。购进船舶运输企业的应退税额，
为其购进船舶时支付的增值税额。

同时，《通知》还逐项列出了购进
船舶的运输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退税时应提供的资料；明确运输企业
购进船舶支付的增值税额，已从销项
税额中抵扣的，不得申请退税；已申请
退税的，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此外，运输企业不再符合该《通
知》退税条件的，应向交通运输部门办
理业务变更，并在条件变更次月纳税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补缴已
退税款手续。其中，应补缴增值税额
＝购进船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
税额×（净值÷原值）。净值=原值－
累计折旧。

运输企业按照上述规定补缴税款
的，自税务机关取得解缴税款的完税
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准予从销项
税额中抵扣。《通知》还指出，税务总局
可在本通知基础上制定具体的税收管
理办法。海南省交通、海事、税务部门
要建立联系配合机制，共享监管信息，
共同做好后续相关工作。

三部门联合发布海南自贸港国际运输船舶有关增值税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国际运输船舶实行增值税退税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这是我的微信和联系方式，各位
企业家朋友请扫一下。我们园区可以
先在线上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9月
18日，在北京举办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高新技术产业专场招商推介会上，我
省部分重点园区负责人向线上线下
600多家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真诚地

“亮出”联系方式，抛出“橄榄枝”。
重点项目合作签约落地，更让企

业家感受到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蓬勃活
力。省科技厅、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携7个重点园区分别与国华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博科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15家企业签订合
作协议，签约项目总金额超过15亿元。

国内外科技企业热情高涨

今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发布，国内外企业

到海南自贸港投资兴业的热情高涨。
“海南建设自贸港，对外资企业的

税收等有哪些扶持政策、外资企业注
册公司手续是否便利？”带着问题，流
线传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
官、联合创始人马可·韦伯专程赶来。

问题的答案，马可·韦伯在推介会
上都找到了。他表示，希望抓住发展
机遇，在海南开展电子竞技相关业务。

“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新技术产业专
场招商推介会，科技企业参与热度高、
规模大、代表性强、科技含量高。”省科
技厅党组书记国章成介绍，推介会举办
期间，正值第二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科
技产业博览会召开，他们希望借助北京
科博会让更多高新技术企业感受海南
自贸港的新发展、新突破，共享海南自
贸港发展的新政策、新成果。

经过统计，现场参加推介会的中央
企业超过50家，国有企业超35家，上市
企业超30家，外资企业20家，涵盖互联
网、新能源、航天、先进制造业、医药健

康等海南自贸港重点发展领域。譬如
英国阿斯利康、美国强生、韩国韩华等
一批知名外资高科技企业也积极参会。

海南自贸港发展未来可期

省政府副秘书长赖泳文介绍，《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当
月，海南新增市场主体2.33万户，平均
日增市场主体近800户。前8个月，海
南全省新增企业同比增长75.26%，增
速居全国第一位。截至8月，海南共推
出85项制度创新案例，涉及商事改革、
人才培养、外经外贸等多个领域。

商务部自贸区港建设协调司副司
长陈洪对海南自贸港相关政策和未来
发展方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出台背景和战略意义进行阐
述。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局长韩圣健
则通过一条条自贸港建设的政策“干
货”，传递海南发展未来可期的信号。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张

钰晶表示，该商会期待让更多高新技
术企业与海南自贸港深度融合，开展
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贾敬敦表
示，未来科技部火炬中心将与海南共
同深化科技创新创业工作，共同推动
现代技术要素市场的建设，支撑海南
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到海南这片热土去投资

“北京科博会愿助力海南自贸港高
质量发展，让更多企业和机构了解海南
这片全球投资兴业的热土，共享机遇、
相互促进、同频共振、合作共赢。”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党组
成员、副主任吴岚岚向企业发出邀请。

作为已经落户海南的企业，东方
雨虹集团董事副总裁王文萍对海南不
断打造一流的生态环境、营商环境、政
策环境充满信心，“随着海南自贸港各
项政策法规制度的出台和完善，今后

这里将是国内企业做大做强、走向全
球的重要支点。”

今年8月，《海南能源综合改革方
案》明确提出，到2035年海南清洁能
源岛基本建成。新落户海南的国华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从中看到了海南在
新能源领域的发展潜力。“这对新能源
企业来说是好机遇。我们希望和省内
外企业精诚合作，携手前行，共同助力
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助力海南打
造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该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刘小奇说。

根据省政府安排，推介会由省科技
厅、海南经发局和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
商会共同主办，协同邀请科技部、商务
部等国家部委，以及洋浦经济开发区、
海口国家高新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文昌国际航天科技城、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口
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等园区，从不
同层面和角度宣介海南自贸港政策。

（本报北京9月18日电）

省科技厅、海南国际经发局携7个重点园区在京与15家企业签约，引资超15亿元

走，到海南自贸港去投资！

金秋收稻忙
9月16日，琼海市

嘉积镇龙寿村的农民
在抢收晚稻。眼下正
是秋收时节，琼海市的
农民正加快秋收进度，
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