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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 30日讯 （记者昂
颖）12月30日，“唱响新征程”——海南
省喜迎建党100周年新年文艺晚会顺利
完成录制。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新年即将来临，海南人民用
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提前唱响生日歌，拉开了
全省喜迎建党100周年活动的序幕。

受疫情影响，本场晚会采用录播方
式，现场取消观众席设置，但晚会演播大
厅仍气氛热烈。晚上7时，晚会在歌舞《欢
天喜地新时代》中拉开序幕，喜气洋洋的
装束，灵活跃动的舞姿带来热情洋溢、一
片祥和的节日气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娘子军连歌》《南泥湾》等6首革
命歌曲串联演绎，用难忘的旋律致敬革命
先烈，再现那段红色的峥嵘岁月。情景讲
述节目《闪光的记忆》以见证者的视角，回
顾海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不
懈奋斗、铸就辉煌的历史。海南民歌《五
指山歌》《哥有情来侬有意》等，唱响了海
南人民为海南的美好前程而奋进的无限
激情。歌舞《山笑水笑人欢笑》生动形象

展现了海南的乡村之美、生态环境之美，
以及村民致富安居、共奔小康的幸福感。

晚会涵盖了歌舞、大合唱、情景表演
等多种艺术形式，吸引了众多民间团体
参演，凸显了海南地方特色和群众广泛
参与性。晚会深情讴歌了建党近100年
来的丰功伟绩，演绎了代代相传的革命
精神，表达了新时代海南人民永远跟党
走、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加快建设自贸港的信心和决心，鼓舞
着海南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上，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
党建引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自
贸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新征程
打造主力军、夯实主阵地、挺起主心骨。

晚会由省委宣传部、省旅文厅、海口
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承办，海南卫视
承制。晚会将于2021年1月1日20时
在海南卫视首播，元旦假日期间也将在
海南广电其他地面频道陆续重播。

“唱响新征程”——海南省喜迎建党100周年新年文艺晚会完成录制

唱出群众所思所盼 凝聚爱党爱国情

本报海口12月 30日讯 （记者昂
颖）12月30日晚，“2021海南新年交响
音乐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奏响，以高雅
的艺术形式感党恩、颂党情，与全省人民
共同辞旧迎新。音乐会现场不设观众
席，采用网络同步直播方式举行。

本场音乐会赞颂了中国共产党近
100年来的辉煌历程，表达海南人民对
中国共产党的敬意和感恩，生动表现建
党近100年来时代变迁、改革奋斗、文化
传承等主题。

晚上8时，《在灿烂阳光下》拉开了
交响音乐会的序幕，奔放的旋律营造出
热烈的气氛。音乐会精选10首党在不
同历史时期最具有代表性又广为流传的
音乐作品进行演出。其中，曾在维也纳
金色大厅演出的《红色娘子军》交响组
曲，颂扬了娘子军巾帼不让须眉的革命
精神；男女声二重唱《红军哥哥你慢些
走》，生动再现了当年红军长征的场面；
改编自《黄河大合唱》的钢琴协奏曲《黄
河》，运用西洋古典钢琴协奏曲的表现手

法，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保卫祖国
的必胜信念；《红旗颂》以红旗为主题，描
绘了新中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的情景；女声二重唱《英雄赞歌》
表达了对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们的敬
意；《不忘初心》《把一切献给党》唱出了
新时代青年感念党恩、立志报国的远大
抱负；《走向复兴》表达了中华儿女在党
的领导下，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责任担当和决心、信心。

音乐会参演人员主要为海南师范大
学青年交响乐团、蓝韵合唱团师生。著
名指挥家侯润宇担任首席指挥，著名钢
琴演奏家魏进复以及青年男高音歌唱家
张岩参与演出。

本场音乐会由省委宣传部、省旅文
厅联合主办，海南师范大学承办，海南文
旅频道承制。音乐会于12月30日晚通
过海南文旅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直
播，12月31日21时和2021年1月1日
22时50分在海南文旅频道播出，同时
在南海网、学习强国平台进行展播。

“2021海南新年交响音乐会”线上举行

颂扬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李梦
瑶）365天，对应365篇雨林科普日记，
它既是一本日历，也是一本关于海南热
带雨林的科普读物。海南日报记者12
月30日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
局获悉，该局日前推出《2021年雨林科
普日记》。

从海南长臂猿、海南坡鹿等雨林旗

舰物种，到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等
珍稀飞禽，从微距镜头下的一幅幅昆虫

“众生相”，到“空中花园”等雨林奇观
……《2021 年雨林科普日记》甄选了
365张以海南热带雨林为主题的精美
照片，并在照片下侧附有相关科普文
字，让人每翻开一页日历，便能收获一
个关于雨林的小知识。

记者注意到，《2021年雨林科普日
记》每一页日历都由上方的雨林照片，中
间的科普文字，以及下方的公历、农历、
节气三部分组成。每一页日历下方都以
绿色为底色，同时日历还运用了赵孟頫、
苏轼、米芾等名家的书法字体，兼具自然
与人文之美，集实用性与收藏性于一体。

“日历不只是记录时间的工具，也

是一种不着痕迹的陪伴方式。我们希
望《2021年雨林科普日记》的出版，能
为人们打开一扇了解海南热带雨林的
窗口。”海南国家公园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他们希望把大自然“装”进日历
里，通过这种图文并茂、融入日常的科
学普及读物，让人们在每日一瞥、点滴
积累的潜移默化中接受自然教育。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推出《2021年雨林科普日记》

科普雨林知识 宣传雨林文化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邵长
春）12月30日，为落实《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要求，做好海南自由
贸易港“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
的管理工作，根据财政部等部委相关通
知，我省制定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零
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自2020年
12月30日起施行。

《办法》共7章31条，主要从进口主
体、登记注册、使用运营、监督管理及法
律责任等五个方面，对“零关税”交通工
具及游艇的进口、使用、监管及处理等
环节进行了全面规定，明确了各主管部
门的具体管理职责和边界，便于企业明
晰享受政策的认定标准、使用范围和操
作流程。

怎么买？
企业通过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进行申报

《办法》规定，省交通运输厅作为
“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艇管理工作的
省内协调部门，省大数据管理局负责完
善信息归集共享机制。

《办法》指出，全岛封关运作前，在
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
业（航空企业须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主

营运基地），可按政策规定进口“零关
税”交通工具及游艇，用于交通运输、旅
游业。

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进
行申报，由省交通运输厅会同相关部门
参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
中交通运输、旅游业相关产业条目，按
照政策规定和职责进行审核，通过后自
动列入符合享受政策条件的企业名
单。海口海关根据该名单办理进口通
关手续。

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相关功能
正式运行前，由省交通运输厅负责汇
总符合享受政策条件的企业名单并告
知海口海关和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
务局。

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进口“零关
税”交通工具及游艇后，应依照现行有
关规定到省交通运输厅、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省公安厅、海南海事局
等行业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主管部门在核发“零关税”交通工
具及游艇所有权证书时，应在相关系统
或证书上标记“零关税”标识。

此外，符合政策条件的旅游文体企
业进口“零关税”滑翔机及悬挂滑翔机、
气球、飞艇及其他无动力航空器、娱乐
或运动用的充气快艇、划艇及轻舟、帆
船后，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旅
游文体主管部门报备。

谁能买？在哪开？
仅限于进口企业营运自用

《办法》强调，“零关税”进口交通工
具及游艇仅限于进口企业营运自用，并
接受海口海关及省交通运输厅、省旅文
厅、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海南海事局
等相关主管部门监管。

同时，“零关税”进口船舶，应经营
始发或经停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内外
航线。其中经营内贸航线的，每年必须
至少始发或经停海南自贸港6个航次，
经营外贸航线的，每年必须至少始发或
经停海南自贸港1个航次。“零关税”进
口游艇应在海南省管辖水域航行。

“零关税”进口车辆可从事往来内
地的客、货运输作业，始发地及目的地
至少一端须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在内
地停留时间每自然年度累计不得超过
120天（按自然日计算，不计次数）。其
中从海南自由贸易港到内地“点对点”

“即往即返”的客、货车不受天数限制。
“零关税”进口航空器应经营自海

南自贸港始发或经停海南自贸港的国
内外航线。航空器所属企业须以海南
自贸港为主营运基地。

此外，滑翔机及悬挂滑翔机、气
球、飞艇及其他无动力航空器、巡航
船、游览船、渡船、娱乐或运动用的充

气快艇、划艇及轻舟、帆船等仅限在海
南省内使用。

如何管？
对航行动态及进出岛时间

实时监控

根据《办法》，省交通运输厅通过海
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实时掌握船舶
和游艇的AIS数据和自主卫星定位终
端定位数据，对其航行动态及进出岛时
间进行实时监控。

各行业主管部门应通过“双随机、
一公开”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对“零关
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进行常态化监
督检查，发现异常情况的要及时告知海
口海关和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因
企业破产等原因确需转让的，转让前应
征得海口海关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
其中，转让给不符合享受政策条件主体
的，应按规定补缴进口相关税款。转让

“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照章征
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办法》强调，对于逃避海关监管、
偷逃应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
禁止性或限制性管理的走私行为和违
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由海口海关等
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管理办法（试行）》
出台，明确“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和游艇——

谁能买？怎么买？在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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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2020年度招商引资热词盘点
2020年，海口站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自贸港建设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统筹谋划海口招商引资工作，将其作为实

现城市跨越式发展的加速器，演绎了一场精彩的招商引资年度大戏，我们通过这些热词一起来回顾一下。

8月28日，海口市举办外资发展论坛。

热词一：“抢滩”
500强企业纷纷落地海口

2020年，海口招商引资举措不断、
捷报频传。海口投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笔者，全年组织举办5场全省集中签约
仪式、8场全市签约仪式、6场大型自贸
港政策解读会、13场重点产业招商活
动，接听招商咨询电话超过3000个，接
待来访客商逾600批次，向各区、各园区
推荐超过400个招商项目，为119家重
点招商引资企业、外资企业提供各类服
务600余次。

小米、京东、美的等世界500强企业
纷纷抢滩海口，截至12月，海口市总部
企业数量已经达到31家，占全省总量的
69％，同比增长近三成。

热词二：超额
全年“五项指标”全部完成

面对疫情的巨大压力，全市上下
共同努力，签意向金额、签实质合同金
额、实际投资额和纳税额等 4个招商
引资重要指标9月就已提前完成全年
任务。

据统计，1月-11月累计签意向金额
完成全年任务的147.69%，签实质合同
金额完成全年任务170.95%，实际投资
额完成全年任务129.91%，纳税额完成
全年任务116.25%。此外，实际利用外
资同比增长超过100%，完成海口利用外
资连续“三年翻番”目标。全年招商任务
已经超额完成。

热词三：强劲
市场主体逆势大幅增长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海口营商
环境不断提升，本地企业如雨后春笋，
知名企业纷至沓来，新增外资企业势
头强劲。

数据显示，今年前11月，海口市新
增 市 场 主 体 104515 户 ，同 比 增 长
19.73%，占全省37.50%。其中，新增企
业52504户，同比增长35.86%，占全省
38.75%。包括，内资（非私营）企业新增

4414户，同比增长116.05%；外资企业
新增533户，同比增长158.74%，占全省
62.14%；私营企业新增47557户，同比
增长30.66%。截至11月30日，海口市
存量市场主体达到471494户，占全省
40.84%。

热词四：“首单”
自贸港“首单”频频落地

海口围绕“自贸港第一单”成立工作
专班，分别成立了医药、公务机、游艇、航
空租赁等工作专班，促成多项海南自贸
港“首单”落地。

6月，中国银行为企业办理“首笔”货
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业务；9
月，交银国际科创落地首支QFLP基金；
10月，南航集团“首单”国产飞机租赁项
目落地；12月以来，海南航空进口的气象
雷达收发机完成清关手续，成为“首单”基
于原辅料“零关税”政策的进口航材；海南
银行成功为兖矿智慧物流办理离岸转手
开证业务375万美元，是首笔新型离岸转

手业务；海南橡胶成功落地首单FTN美
元贷款业务；金鹿公务机注册在海口江东
新区，开创了外籍飞机转至自贸港注册

“首单”；海口综合保税区积极利用保税区
政策优势，实现艺术品保税首单，开创自
贸港“文化保税”先河。

热词五：一把手抓招商
“头雁”先行 机制“护航”

海口招商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机制
“护航”。一是建立书记专题会例会制
度，锚定招商工作主轴。今年以来，每月
第一周召开招商引资书记专题会，每月
第二周召开项目建设书记专题会，每月
第三周召开自贸港政策落实书记专题
会，每次会议要求副市长、各区、各园区
一把手汇报工作进度，营造出“一把手”
抓招商的浓厚氛围。二是定期召开市政
府常务会（调度会）。根据项目的需求随
时召开市政府常务会，审议招商引资项
目和合作协议；每周召开“江东新区周调
度例会”，及时解决项目落地问题；从10

月份以来，分管副市长每周召开外资项
目调度会，协调解决外资项目落地问
题。三是推动出台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
意见，明确任务目标。市委、市政府出台
《关于在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进程中加
强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海委〔2020〕
44号），明确了海口市招商引资工作考
核办法和考核指标，切实压实了各区、各
园区主体责任。

热词六：“走出去”“请进来”
奔赴“北上广”招商活动不断

大力开展自贸港政策解读、产业推
介、借会招商、云招商等活动。

5月22日，海口临空产业线上政策
推介会举行，在线展示海口临空产业基
础设施建设和园区情况。6月8日，自贸
港招商推介（政策说明）会在北京举办，
向25家知名企业解读自贸港政策。7月
2日，“海南自贸港政策与机遇”政企座
谈会在上海举办，面向36家国内外知名
企业解读自贸港政策。9月14日“海南

自贸港政策与机遇”招商推介会在广州
举办，面向50余家企业、机构推介自贸
港政策。9月28日至30日，2020中国
绿公司年会举办期间，举办共享自贸港
新机遇、政企恳谈会等两场高规格会议，
面向47位理事、43位外交官开展招商。
10月14日，总部企业高峰论坛举办，面
向27家总部企业解读自贸港税收优惠
政策。11月17日，面向俄语区国家的线
上招商活动在海口举办。12月11日，利
用2020首届海南（国际）游艇产业博览
会面向游艇企业招商……尽管临近年
尾，但海口的招商活动依然马不停蹄。

热词七：“店小二”
“蓝海汇”平台贴心服务企业

全面推进“店小二”服务，倾力整合国
内国际173家金融、咨询、法律、财务、人
力资源、知识产权、商协会等第三方专业
服务机构力量，为企业提供全产业链、全
生命周期服务。据海口投促局统计，“蓝
海汇”招商服务平台已为119家重点招商

引资企业、外资企业提供各类服务600余
次。海口投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平台将继续加强自身建设，链接招商
项目信息数据服务系统，提供广覆盖、全
周期、一条龙服务。同时，海口投促局积
极打造网络招商平台，推动市政府出台
《“海口云招商”线上招商活动方案》，积极
推广应用“云推介”“云洽谈”“云签约”，充
分利用海招网、腾讯会议、钉钉会议开展
招商洽谈，已举办了数十场网上洽谈会和
多场线上“云签约”仪式。

热词八：央媒点赞
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引各方关注

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文点赞海口
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报道特别指出，海
口不断探索创新，通过建立在谈项目跨
区流转、用地手续“联办”制度等，积极推
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

海口投促局积极联合各区、各园区
提升招商队伍专业化水平。重点园区活
力迸发，跑出发展“加速度”。海口市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探索“一区七园”
多元化产业格局。半年多来，高新区新
增注册企业同比增长超过365%，签约产
业项目超过34个，新开工项目达到24
个以上。海口江东新区推行承诺准入和
特别极简审批等措施，实现“互联互通、
一网通办”“一门受理、一窗办结”，保障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海口综合保税
区创新建立“企业服务员制度”，让数据
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报道刊发后，省内
媒体纷纷转载、评论、解读，引起广泛社
会影响。

海口2020年度招商引资工作已经
画上圆满句号。新的一年，将继续强化
统筹，不断完善招商工作机制，突出政策
红利锚定方向，充分利用重点项目签约
仪式倒逼项目推进，积极“走出去”“请进
来”，利用“进博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
活动，面向国内外企业机构开展招商，完
成全年“五项指标”等核心任务，为海口

“十四五”大发展开好头，助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

(本版策划/其月 撰稿/邢颖 陶剑
武 其月 图片/高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