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购物人次178.3万人次，同比增长58.8%

购物件数1286.9万件，同比增长139.7%

7月1日至10月31日
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

120.1亿元
同比增长214.1%

制图/张昕

本报海口11月 10日讯 （记者
周晓梦 特约记者张振豪 通讯员张
恒 符太生）11月10日，海口海关披
露，统计数据显示，7月1日至10月
31日，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4个
月，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
金额 120.1 亿元，同比（下同）增长
214.1%；购物人次178.3万人次，增
长58.8%；购物件数1286.9万件，增
长139.7%。

化妆品销售金额、销售量均居
首位。销售金额前三大商品分别为

化妆品、手表、首饰，销售金额分别
为58.2亿元、14.7亿元、14.5亿元，分
别同比（下同）增长164.5%、353.8%
和404.7%，前三大商品销售金额合
计占同期离岛免税销售总额的
72.8%。销售数量前三大商品分别
为化妆品、香水和首饰，销售数量分
别为 1078 万件、61.4 万件、21.1 万
件 ，分 别 增 长 144.6% 、205.3% 、
116.2%。

据了解，7月 1日起，海南离岛
免税新政正式实施，离岛旅客每年

每人免税购物额度提高至 10 万
元，取消单件商品 8000 元免税限
额，大幅减少单次购买数量限制的
商品种类，离岛免税商品种类由38
类增至45类。

为营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守
法便利、规范有序的良好法治环境，
海口海关持续加强正面监管，会同
地方政府全力推进落实有关对违反
离岛免税政策规定人员的失信联合
惩戒措施，确保海南离岛免税政策
红利充分释放。

海南离岛免税新政正式实施以来

4个月离岛免税销售额超1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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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王聘钊

11月 10日上午，海口市美兰区
原省农牧总公司宿舍小区敞亮的电动
车棚内，居民梁振兴推出自家充好电
的电动车，满意地说：“别看改造的只
是两个小小的电动车棚，但确实解决
了我们小区居民的大麻烦。”

原来，该小区是和平南琼苑社区
内“三无”小区之一，由于没有物业、业
委会，小区内两个电动车车棚顶盖坏
了很多年，都没能维修。只要刮风下
雨，小区居民不仅没办法给车充电，还
得赶去给电动车“穿雨衣”。

2019年年初，美兰区启动“新时

代文明实践微实事”项目，梁振兴等人
率先向琼苑社区提交了提议表，申请
资金改造小区的两个车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完善社会治
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
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
互动，美兰区推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
微实事”试点工作，通过村（居）民全民
提议、民主协商、全民投票、政府实施
的方式，决定当年该区财政公共服务
项目资金预算投向，将区政府当年要
实施的公共服务项目变更为“百姓点
单、政府办事”。

2019年4月，在完成辖区项目征
集提议工作后，琼苑社区将居民提交

30多个项目汇总分类并召开了项目
筛选会。100多名琼苑社区居民自
发报名参与项目筛选会的现场投票
工作，包括梁振兴的提议项目在内，
10多个居民提议的项目被列入该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微实事”项目表
决票中。

“5月，我们发动邻居们通过线上
线下投票，让项目获得更多的票数。”
梁振兴说，当时，邻居们投票热情很
高，他们提议的项目很快获得了1300
多张票，位居琼苑社区居民提议项目
的榜首。2019年8月，总投资8.3万
元的原省农牧总公司宿舍小区内两个
车棚改造工作完成，小区居民从此摆
脱困扰多年的电动车停车难题。

为做到公平公正，同时调动每一
个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海口美兰
区实施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微实事”工
作分项目启动、提议、配额、认捐、推
选、投票、公示、集中回复、实施、评价
等10个工作环节，其中重点环节是项
目提议、项目筛选和项目投票。

“居民想要实施哪些项目，由居民
在提议阶段自己提议。能否进入表决
环节，则在项目筛选环节由居民自行
决定。”海口美兰区社区办主任刘建维
介绍，在众多的提议项目中，由社区居
民投票决定。居民完成投票工作“下
单”后，则由政府拨付资金实施。

“每次社区举办的项目筛选会，居
民参与热情都很高。”刘建维回忆，这

项创新的社区管理措施，不仅极大激
发了居民参与热情，同样也调动社区
资本的参与。2020年，社区驻地、挂
点单位和社会组织也纷纷参与其中，
26个项目被驻地、挂点单位和狮子会
等社会组织认捐。

据悉，2017年至2019年，海口美
兰区共投入资金4050万元，确定实施
54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微实事”项
目，其中，工程建设类项目266个，设
备采购类项目123个，服务采购类项
目 154 个，受益群众 35.6 万人次。
2020年，该项创新措施已在美兰区4
镇 9个街道24个村（居）全面实施，
131个项目进入实施阶段。

（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

海口美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微实事”工作实现全覆盖，公共服务项目由居民提议表决

政府“配菜”变百姓“点菜”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梁君穷

“颜值”如何变产值？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南林乡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这里，朵朵兰花开出“美丽经济”，给
村民带来了美好生活。

“你看这一株文心兰，分出的枝条
多，花色好，是上好的兰花。”11月9
日下午，南林乡东方村万如兰花基地
内，万如兰花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谭江民正介绍兰花长势。

南林乡已建设5个兰花基地，产
品远销广东等地。走在万如兰花基地
内，阵阵馨香沁人心脾，红色的火焰
兰、黄色的文心兰开得烂漫。

2017年底，万如村民小组建成了
设备先进齐全的15亩兰花大棚基地，
采取“党支部+公司+合作社+贫困
户”的运营模式，吸纳周边贫困户务
工、学习技术，项目带动了83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309人脱贫增收。
“有了这个兰花基地，我们农闲

时就过来打零工，一天能收入 100
元。”万如村民小组脱贫村民谭梅穿
梭在花丛之中，边给兰花除草，边笑
着说道。

兰花产业的发展，也让谭江民等
一批村里的积极分子成了“土专家”。

“起初不会种，我们就参加各种培训，
一点点学习技术。”谭江民说。

从兰花基地出来，向村子深处走
去，听潺潺水声，看房屋错落有致，污
水处理站、太阳能路灯、公共厕所等设
施一应俱全，古朴与现代在这里交

融。村子变美了，生活变好了，是村民
们近些年最大的感受。

“就说我们脚下的路，过去一下
雨，道路泥泞，走路要把裤脚挽到膝
盖。”谭江民指了指道路左侧的一栋房
屋，“这间房几年前还是瓦房，一刮风，
瓦片被吹得到处飞，经过改造后，房屋
好看又宽敞，台风来了也不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后，我们对乡村振兴的信心更足，
对南林乡的发展也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与规划。”南林乡乡长许环峰介绍，下
一步，南林乡计划依托美丽乡村建设
与兰花产业的发展，打造特色民宿，发
展乡村旅游，打响“兰花相约、美丽小
镇”品牌。

“美丽经济”在保亭并非南林乡
所独有。在该县毛感乡南春村，乡政
府与龙头企业合作打造美丽乡村，发
展特色民宿、采摘观光、农耕体验等
旅游项目；在三道镇什进村，少数民
族的民俗生活与旅游业得到有机结

合，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在响水镇南
春经济场，雅布伦享水谷共享农庄建
设正稳步推进，建成后将主打康养旅
游产业。

保亭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保亭以绿色发展理念为统领，依
托热带雨林生态旅游资源和黎族苗族
文化资源，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推进全
域旅游快速发展。下一步还将着力调
优经济结构，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大力
发展热带雨林、温泉、民俗文化、体育
等特色旅游，进一步实现将“美丽风
景”变作“美丽经济”。

（本报保城11月10日电）

保亭依托兰花等产业发展“美丽经济”，创造美好生活

产业花开有“颜”又有“料”

日本索尼公司
来琼考察寻商机

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记者罗霞）11
月9日，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和来琼考察的日
本索尼公司进行座谈，就加强合作展开交流。

座谈会上，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介绍了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相关政策、
各领域投资机遇以及合作设想，建议索尼公
司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的优惠政策和发展机
遇，向海南自贸港输送更多优质产品和高端
人才，邀请索尼公司参加明年5月将在海南
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更多
国外产品以免税的价格带给顾客。

双方就税收优惠政策、免税政策、产业
布局等企业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共
同探讨推动索尼公司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
在商业销售、线上娱乐、内容制作发行、智能
化农业、医疗等领域开展合作。中国免税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海南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参会，同索尼公司进行交流。

索尼公司高级副总裁、索尼（中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高桥洋表示，索尼希望借
助海南自贸港政策，寻求与海南自贸港共同
发展的机遇。

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记者况
昌勋）11月10日下午，省长沈晓明主
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进一步
推进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建设工作。

会议听取了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
引进中转基地实施方案编制和推进情
况汇报，并就产业规划编制、中转基地

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网建设、海关监管
制度创新等进行了讨论研究。

沈晓明强调，建设全球动植物种
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中
央 12号文件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的具体工作，是推动海
南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加快高新

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需
要。要进一步充分认识建设中转基
地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其在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局中的地位，
提高制度集成创新能力，推动好中
转基地建设。

沈晓明指出，要利用好境内关外
的政策，立足全球、放眼世界，进一步

明确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的功能定位。探索创新检验检疫结
果互认、“边检边放”、产地和运输途
中隔离检疫等便利化措施，引进检验
检测企业，推动检验检测服务业发
展。坚持问题导向、市场牵引，提高
监管标准化和专业化，加强招商引
资，引进社会资本投入。加强对中转

基地建设的保障，完善工作推进机
制，压实三亚市主体责任，建立生物
安全委员会和种质资源委员会。加
强中转基地与南繁科技城、中转基地
空间规划与产业规划、规划与实施方
案之间的衔接，高质量推进中转基地
建设。

刘平治参加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要求

立足全球放眼世界推进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

乐城特药险全国版
今日上线
首年保费低至39元

本报博鳌11月10日电（记者袁宇）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管理局获悉，由该管理局牵头，海南银保监
局、海南省医保局等司局指导推出的海南自
贸港博鳌乐城全球特药保险（以下简称乐城
特药险全国版）将于11月11日上线发布。

乐城特药险全国版是一款普惠全国的境
外特种药品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目前已经
完成了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备
案，是首款以海南自贸港命名的保险产品。
该保险首年保费低至39元，可享49种全球
特定抗癌药品保障，保障金额最高100万
元。投保地域范围覆盖全国，在中国大陆居
住的所有国籍人士均可参保。

乐城特药险全国版还特别增加以下内
容：家庭化投保费率系数调整政策，全家投
保性价比更高；参保人能享受首次免费挂号
服务、首次用药基金检测及慈善用药申请等
服务；为乘飞机至海南的参保人免费提供一
次至乐城就医的接送服务、免费提供一次不
超过5000元的海南乐城就医的本人经济舱
往返机票报销服务。

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记者孙慧 实
习生焦晴）海南日报记者11月10日从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我省即将出台《海南省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监管标准》，进一步规
范和指导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设施、焚烧厂、填
埋场等设施的内部管控和外部监督工作。

据了解，我省生活垃圾分类已经在逐步
推广，但是缺乏行业相关标准的支撑，我省
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置设施在运行中存在操
作不规范、管理不精细等诸多问题，因此监
管标准必须尽快出台。目前，《海南省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运行监管标准》征求意见稿已经
完成，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我省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运行监管标准即将出台

本报海口11月 10日讯 （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杨海凤 于翔）11月10日凌晨3时42
分，海航集团旗下金鹏航空B747-400F大
型全货机，承载83吨来自欧洲的货物，由荷
兰阿姆斯特丹史基辅机场运抵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欧洲货物首次直接抵达海南自贸港，
也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个洲际试点货运航班
顺利返航。

据了解，此次回程83吨货物种类丰富，
包含奶粉、香水、化妆品、医疗用品、保健品、
（电气/机械/汽车）零配件等，货物由海口入
境，分流至华南各市场，其中12.4吨货物在
海口卸货，5.9吨货物由海口中转至广州，约
65吨货物由该航班继续运往南京。入境货
物以海南自贸港为中转集散地，此举也开辟
了中国进口货物的新通道。

作为从海南出发的第一个洲际全货运航
线，此次试点航班以海口作为出境起飞点与
回程入境点，联动了重庆、南京、广州等国内
城市及阿姆斯特丹等多个欧洲城市，使国内
国际货物在自贸港中转集散，发挥了自贸港
国际航空货运网络的支点作用。

海南自贸港首个洲际试点货运航班返航

欧洲货物首次直接抵达
海南自贸港

建设提速
港口扩容
日前，在洋浦经济开发区

小铲滩起步提升工程项目现
场，工人们紧张有序施工。为
把近期受台风影响延误的工
期抢回来，该项目部通过加人
工、增机械、延工时等超常规举
措，按下项目建设“加速键”，力
争让项目提前交付使用。

项目建成后，小铲滩码头
集装箱年通过能力将提升至
180万标准箱，为洋浦港打造
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
纽港口夯实基础。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销售数量
前三大商品

化妆品1078万件 同比增长144.6%

香水61.4万件 同比增长205.3%

首饰21.1万件 同比增长116.2%

销售金额
前三大商品

化妆品58.2亿元 同比增长164.5%

手表14.7亿元 同比增长353.8%

首饰14.5亿元 同比增长4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