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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展开
迈好第一步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见到新气象

创一流营商环境

去年我省就业见习人数超万人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田春宇）2020年初，在遭遇新冠肺炎疫情
的情况下，为帮扶企业渡过用工难关，确保就业，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创新工作思路，开
展各项就业见习工作。2020年我省就业见习工
作取得可喜成效，实现全年见习人数达10218人，
超额完成全年见习人员10000人的目标。

为完成见习人员10000人的年度目标任务，省
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提出就业见习“全省一盘
棋”的工作思路，建立工作月报制，调度全省的就业见
习工作进展；精简办事流程，申请材料由10个精简至
4个；推行“不见面审批”，90%新设立的省本级就业见
习基地均通过网办申请补贴；对普通高校申报见习基
地的，实行“零材料”办理、“免考察”办理。

为拓宽见习渠道与增加岗位数量，2020年我
省就业见习工作强化基地建设，将服务前置，主动
服务企业。据介绍，2020年全省就业部门共走访
了350家企事业单位，有力促进见习基地建设和见
习岗位拓展；新增认定就业见习基地264家，累计
见习基地595家，新增开发见习岗位5000多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成立运营公司
统筹开发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张期望）近日，
为顺应开发建设海口临空经济区的需要，海口江
东新区管理局出资成立了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海口临空经济区（空港综合保税
区）的统筹管理与开发运营等工作，公司注册资金
2亿元。

海口临空经济区位于海口江东新区南侧，规
划总面积50.5平方公里，其中机场用地20.7平方
公里。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位于临空经济区东
侧，首期规划面积0.437平方公里，毗邻美兰国际
机场，未来将依托大空港航空产业经济圈，打造成
为以保税航空维修产业为核心，保税航材物流为
补充，兼顾保税航空培训、保税航空租赁、保税加
工、跨境电商等功能的特色型综合保税区。

作为临空经济区的运营管理主体，海口空港
综合保税区发展有限公司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体
制束缚，及时掌握市场动态调整管理策略，多渠道
吸引社会资本，与资金雄厚、技术一流的国内外企
业合作协同发展，为航材维修、融资租赁等临空经
济产业提供精细化、精准化、个性化的高端管理与
服务。

未来，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发展有限公司还将
围绕开发与运营、基础设施建设与运维、优质股权和
优良项目投资三大主业，将临空经济区打造成航空要
素流动开放、创新资源聚集、高端产业集约展示区。

电视剧《天涯热土》在央视晚间黄金时段重播

讲述三代海垦人奋斗史
本报讯（记者昂颖）36集海南农垦题材电视

连续剧《天涯热土》近日在央视4K超高清频道晚
间黄金时段持续热播。

《天涯热土》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海南
重点精品文化项目，并成功入选国家广电总局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视剧百日展播剧
目。自2020年4月20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黄金时间首播后，在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根
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
统统计：《天涯热土》首播全剧平均收视率超
1.5%、峰值收视率超过2.0%，平均收视份额超
6%、收视份额超过10%。

《天涯热土》由中央电视台、海南省委宣传部、
海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艾沃影业（海南）有限公司
等单位联合摄制，这是一部讲述三代海垦人薪火相
传，怀揣理想和激情，在海南岛上发展橡胶事业，谱
写橡胶传奇的史诗大剧，集中展现了海南在解放初
期、建省办经济特区到推进自贸港建设三个重要历
史节点的发展历程。

“这部剧让海南农垦人的奋斗史在观众心中
‘活’了起来。许多观众被剧中人物不问前程、不问
归期、无怨无悔的奋斗情怀所深深感动。”《天涯热
土》总制片人李喆认为”，《天涯热土》之所以深受观
众喜爱，与其高品质的剧本创作、精湛的群像演绎、
高超的历史提炼以及深刻的精神内核等分不开。

该剧在中央电视台4K超高清频道晚8点档播
出，每晚两集联播。观众可在央视4K超高清频道或
在“央视频”APP的CCTV-4K超高清频道中收看。

本报文城1月13日电（记者李
佳飞 实习生张珂月）为加快工程建
设项目落地开工，优化营商环境，文
昌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
公室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房
屋建筑工程办理施工许可证手续的
通知（试行）》，明确在试行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告知承诺制审批及与质量
安全监督登记合并办理、全程网办、
系统纵向到底的基础上，再实行分阶
段办理施工许可证等举措，以期进一

步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实效。
根据通知，建设单位确定施工

总承包单位后，可根据施工进展顺
序自主选择，分阶段申请办理施工
许可证，比如，分三个阶段的，可按
照“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地下室”

“±0.000以上”分别申请办理施工
许可证：建设单位取得规划部门出
具的规划条件并承诺建设方案稳定
的，可办理“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
阶段的施工许可证；建设单位取得
规划部门出具的设计方案审查同意
批文后，作为规划手续，可办理“地
下室”或“±0.000以下”阶段的施工

许可证；建设单位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后，作为正式规划手续，
可办理“±0.000以上”阶段或工程
整体的施工许可证。

此外，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试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告
知承诺制审批的通知》：工程投资额
在50万元以下（含50万元）或者建
筑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下（含400平
方米）且高度不超过3层的房屋建筑
工程，可以不办理施工许可证。通知
要求，对可以不办理施工许可证的项
目，相关单位在办理证照或出具证明
时，不得强制要求建设单位提供施工

许可证。
申报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二

次装修）施工许可证时，建设单位承
诺不增加建筑面积、建筑总高度、建
筑层数，不涉及修改外立面、建筑结
构和变更使用性质，设计单位承诺图
纸满足国家规范标准和工程质量安
全要求的情况下，无需提交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合格书；不涉及规划、人
防等审批事项且无需办理不动产权
登记手续的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可由建设单位自主选择，不强制在竣
工阶段申报“竣工联合验收”事项。

为进一步简化施工许可证变更

程序，文昌市还对建设各方责任主体
的名称、合同价格、合同工期变更等
非关键信息的变更申请实施网上“即
来即办”；对监理、设计、勘察单位变
更，建设、施工、监理、设计、勘察项目
负责人变更，建设规模等3类关键信
息的变更申请，审批时限压缩至1个
工作日内。

具体办理，建设单位可在“海南
政务服务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
理平台”一站式申报，全程网上办理，
审批通过后，企业在线查阅施工许可
证的电子证照，无需到窗口领取纸质
证照。

文昌优化营商环境，房屋建筑工程可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

施工先上马 证件分段办

本报抱由1月13日电（记者周
月光 特约记者林东）1月12日，乐东
黎族自治县召开县委十三届八次全
会暨县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找准自
贸港建设背景下的乐东定位，立足自
身特色资源优势，全力推进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试验区、文旅产业聚集区、
生态文明试验区“三区”建设，加快
乐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快速发展，力争
全县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固
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5%以上。

去年，乐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采取
超常规举措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乐东
将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升级空
间规划为前提、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突
破、以改善民生为根本、以优化营商环
境为保障，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统筹抓
好安全和发展等各项重点工作。

乐东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实现两位
数增长，今年将加大项目投资力度，积
极推动林虾集团养殖基地、中旅旅游度
假区等一批优质项目落地开工。加快

推进华侨城、新半岛康养基地、银基国
际旅游度假区、椰林阳光酒店、中海辉
煌酒店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

乐东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走
在全省前列，今年将积极创建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试验区，做大做强冬季瓜
菜、热带水果、南繁育制种和天然橡
胶四大支柱产业，实现全县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增加值增长10%以上，瓜菜
收获58万亩，水果收获29万亩；推
进海洋牧场建设，实现海淡水养殖产
量4800吨和1.1万吨。扩大高效种

养规模，推进30万头生猪养殖场建
设。建立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
制，保持主要帮扶政策稳定。力争
2021年底全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11%以上。

立足特色资源优势，乐东将加快
文旅产业聚集，积极主动融入“大三
亚”旅游经济圈，实现差异化发展。
推进滨海度假、海钓、森林探险、自驾
宿营等旅游产业，引进一批高端旅游
度假酒店项目落地，充分发挥黎族织
锦、大安剪纸、崖州民歌、莺歌海盐场

等资源，全面启动乡村旅游。
着眼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乐东

积极谋划生态绿色制造业发展，立足
中兴智慧总部基地，培育高新技术产
业；谋划大岭生态绿色产业园区建设，
鼓励和吸引南繁科技产业集聚；谋划
莺歌海临港产业园区，加快推动口岸
开放，扩展乐东港区功能，强化乐东港
区与三亚港联动协同，大力发展临港
经济；推动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加
快千家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等。

乐东立足自身特色资源优势，加快高质量发展

“三区”建设齐头并进

本报三亚1月13日电（记者周
月光）“重点奖励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的建设者，这个一定要明确。”1月12
日上午8点，三亚市发改委一上班就
召开会议，研究奖励春节期间加快项
目建设的具体措施。

据了解，每年春节，建筑工人一
般提前半个月放假，春节后又晚半
个月复工。为响应国家卫健委的号
召，降低新冠疫情防控的压力，加快

推进自贸港重点项目建设，三亚市
发改委提前谋划制订《三亚市关于
推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021年春
节期间加快建设措施的通知》，鼓励
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建筑工人等留
在三亚过年，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
项目建设的影响。

三亚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春节期间是指2021年1月25日至2
月25日，在此期间，积极推进项目投

资建设，连续停工不超过3天，1至2
月建安费投资额1000万元（含）以上
的项目业主单位，将给予奖励。重点
奖励项目建设、监理、施工等单位春
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和建筑
工人。

为保障春节期间重点项目建设，
三亚市将成立春节期间项目施工保
障小组，设立统筹工作组、协调服务
组、交通保障组、施工材料保障组等，

重点做好春节期间施工项目混凝土
供应、土石方倒场、交通组织、供水供
电等协调保障工作，确保施工单位反
馈的问题不过夜，确保春节施工安全
无事故。

混凝土是工程建设重要原材
料。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南瑞泽
公司与海南华盛公司占三亚混凝土
供应市场65%的份额，两家公司均表
示，春节期间保持正常供应。三亚中

央商务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建的6
个重点项目建筑工人都表示将留在
三亚过年。

2020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
三亚及时推出多项加快投资的措施，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依然实现正增
长。2021年，为让更多建筑工人留
在三亚过年，保障重点项目顺利建
设，三亚市发改委近期将公布春节期
间加快项目建设的具体措施。

三亚研究制订春节加快项目建设奖励措施，重点奖励工作人员和建筑工人

留琼施工过春节 坚守岗位有奖励

本报那大1月13日电（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海南日报记者从
1月13日召开的儋州市委十二届十
次全会获悉，儋州市委制定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实施海南西部中心城
市建设和全面乡村振兴“双轮驱动”
的新举措，2021年，加快做大经济总
量，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省委七届九次会议提出：“支持
儋州建设西部中心城市。”2020年儋
州市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成效明
显，22 个集中开工项目完成投资
15.15亿元，重点项目投资规模近3年

最大，改造老旧小区11.3万平方米。
2021年，儋州将围绕“十四五”建成西
部中心城市的目标，加快实施城市更
新，强化城市功能，导入现代新业态，
力争建成海南最宜居的城市。

2021年，儋州将推进那大城区松
涛东干渠及两侧的带状更新改造项
目，以这一重大项目为引擎，导入大型
特色城市商务商业新业态。稳步推进
那大镇主城区的旧城区、城中村、老旧
小区改造，尽快完成番园、王桐王龙等
城市更新项目；加快补齐市政管网、公
厕、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短板，加强
城市绿地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快海

南西部中心医院三期工程项目、市妇
女儿童医院项目、市中医院项目、海南
西部区域（儋州）疾控中心项目、市体
育中心“一场两馆”项目的建设速度，
进一步完善西部中心城市的教育、医
疗、文体、消费、服务等核心功能。推
进南丰互通项目、王五互通项目、滨海
新区市政道路项目和省道升级改造工
程项目的建设，推动环岛旅游公路衔
接路段工程项目建设，打造“半小时美
丽乡村圈、四十分钟生活圈、一小时交
通圈、临港临空经济交通带”。

儋州作为农业市，2021年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见

实效，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发
挥重要的支撑作用。做好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优化
乡村要素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国有资
本的政治经济功能，加快推进天角
潭-北门江-新英湾流域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起步区项目建设，加快农村各
种资源要素整合流转，吸引社会资
本，导入高效产业，促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
在农村，加快补齐乡村“五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探索创新
发展村集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壮大一

批村集体经济。
2021年，儋州市着力做大经济

总量，夯实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基础。
壮大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和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深
耕儋州鸡、黄皮、海头地瓜、雪茄等特
色农业品牌。全力推进天角潭水利
枢纽工程和琼西北供水工程等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农村撂荒地复耕和高
标准农田改造。突出滨海新区旅游
产业园龙头作用，全面发展乡村特色
旅游和乡村民宿康养。推动金山云、
东华软件等签约项目尽快落地，扩大
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规模。

儋州制定新举措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双轮驱动”加快做大经济总量

1月 13日，在山海高速
畅好隧道内，压路机来回压
实沥青路面。

海南受强冷空气影响低
温持续，山海高速项目上隧
洞内铺设沥青的工人却面临
高温的炙烤。隧洞内风向单
一，摊铺沥青产生的热浪持
续炙烤着下风向的工人，工
人体感温度超过40℃。

截至目前，山海高速桥
涵工程和隧道工程全部完
成，路面工程完成80%。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寒冬里
施工热

去年三亚二手游艇所有权登记96宗，同比增长81%

游艇经济逆势增长
本报三亚1月13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张露平）1月13日，三亚希娅游艇公司总经理高
鹏举格外高兴，他在广州购置的一辆二手游艇顺
利办理了游艇注销所有权后再登记业务，计划在
春节期间开展游艇租赁业务，“原来要跑好几个部
门才能办理完相关手续，今天在三亚海事局一个
小时就搞定了！”

三亚海事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三亚海
事局创新服务理念与工作思路，全国首创游艇等涉
客船舶“多证合一”、游艇登记“一事通办”及游艇

“一船一码”互联网+监管等多项服务措施，大幅提
升游艇办证效率，助力三亚游艇经济逆势增长。

据三亚海事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三亚
市游艇保有量逆势持续增长，全年新增登记游艇
139艘，同比增长27.7%，现游艇保有量达到641
艘；辖区游艇产权交易市场活跃，全年二手游艇所
有权登记96宗，同比增长81%。同时，三亚对外地
游艇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去年异地转港登记43
宗，同比增长148.3%。游艇产业融资需求增长明
显，全年游艇办理抵押权登记16宗，涉及资金
5745万元，同比增长分别为4.33倍和13.01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