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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鳌2月2日电 （记者况
昌勋）2月2日，省委书记沈晓明率队
赴琼海市检查调研博鳌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筹备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
扎实做好论坛年会各项筹备工作。

沈晓明一行先后前往高铁博鳌
站、沙美村、东屿岛、金海岸酒店、博鳌

国宾馆等地，调研美丽乡村会客厅和
论坛公园建设，检查重要活动场所设
施提质升级改造情况。沈晓明要求，
要高标准建设一批风格鲜明、各具特
色的美丽乡村，既服务保障论坛年
会，也促进农民增收；要落实“过紧日
子”要求，量力而行、节俭办会，坚持论
坛使用和日常运营相结合，建好纪念
设施，办好相关活动，提高综合效益。

座谈会上，省直有关部门和琼海

市分别汇报了宣传推广、后勤安保、礼
宾会务、设施完善、人员培训、疫情防
控、招商引资等各项工作筹备情况。

沈晓明强调，本届论坛年会恰逢
论坛成立20周年，办好论坛年会对
服务我国多边外交、展示我国抗疫成
果，都具有重要意义。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把信心鼓得更足、把重点盯
得更紧、把工作抓得更细、把漏洞找
得更准、把保障做得更好。这次筹备

工作的显著特点和突出难点，是要克
服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要把疫
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统筹全省力
量，注意拿捏得当，制定专项预案，加
强实战演习，做好疫苗接种，毫不松
懈织密防护网络，确保万无一失。要
加强统筹协调，强化“一盘棋”思想，
尽快形成总方案，科学调配资源要
素。要抓好环境综合整治，开展好爱
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活动，推进好

美丽乡村建设。要谋划利用论坛资
源，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借力助推海
南发展，办好论坛成立20周年纪念
活动，宣传好论坛发展成就和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阶段性成效。要加强
组织领导，坚持底线思维，严肃工作
纪律，精准高效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省领导冯飞、李军、肖莺子、孙
大海、王路、沈丹阳、闫希军参加有
关活动。

沈晓明在检查调研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筹备工作时要求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论坛年会筹备工作
冯飞李军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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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傅
人意 实习生冼弘臻）2月2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十四五”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重点解读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时期，海南
重点发展任务共有14项。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我
省高质量高标准建设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落实阶段性重点任务形成
早期收获的关键五年。

据介绍，海南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核心目标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
基本形成。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
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成为在国际上

展示我国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靓丽名片。

“十四五”时期的核心目标有：
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建
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地区生
产总值实现年均增长10%以上，产
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实质性进
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
35%、15%，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

长30%。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
50亿美元，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长
10%以上。南繁、深海、航天三大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研
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1.6%。高水
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
初步形成。乡村振兴取得积极进
展。海口、三亚等中心城市能级提
升。“海澄文定”“大三亚”经济圈一
体化发展增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提高到65%。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
持全国领先水平，细颗粒物（PM2.5）
浓度降至11微克/立方米。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全民
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劳动年龄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1.5年，人均预
期寿命81岁。法治海南、平安海南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社会治理特别
是基层治理水平显著提高。

（更多报道见A02版）

“十四五”时期海南重点发展任务有14项
核心目标包括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建立等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王艺晓）2月2日，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
发布《关于增加海南离岛旅客免
税购物提货方式的公告》，明确离
岛旅客购买免税品可选择“邮寄
送达”提货，岛内居民离岛前购买
免税品，可选择“返岛提取”。该
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邮寄送
达和返岛提取提货方式的具体监
管要求由海关总署另行公布。

离岛旅客凭有效身份证件和离岛信息在离岛旅客免税购物商店
（含经批准的网上销售窗口）购买免税品时，除在机场、火车站、码头指
定区域提货外，可选择邮寄送达方式提货。选择邮寄送达方式提货的，
收件人、支付人和购买人应为购物旅客本人，且收件地址在海南省外

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新增两种提货方式
可邮寄送达或返岛提取

岛内居民离岛前购买免税品，可选择返岛提取，返岛提取免税品时
须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实际离岛行程信息。岛内居民包括持有海
南省身份证、海南省居住证或社保卡的中国公民，以及在海南省工作生
活并持有居留证的境外人士

毛万春走访看望
海南省政协委员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刘操）2月2日下午，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海口市，走访看望省政协委
员，了解政协委员工作生活等方面情况，听取政协委员
对省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并向政协委员致以亲切的
问候。

毛万春一行先后来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
校、恩祥艺术馆进行参观考察，并走访看望了省政协常
委、省文联副主席李福顺，了解其委员履职、投资项目
建设和计划、企业发展遇到的问题等情况，听取他对省
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毛万春勉励李福顺紧扣时代发
展脉搏，抢抓发展机遇，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中更好履职尽责、发挥优
势、多作贡献。

交流中，毛万春对广大省政协委员过去一年认真
履职、勤于奉献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感谢。他希望广
大政协委员加强学习，提升自身素质，认真学习中央政
协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全国政协部署以及省委有关要
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凝心
汇智、献计出力，展现政协委员一线作为。

毛万春指出，海南省政协将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尽
心尽力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切实解决企业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问题，呼吁方方面面给在琼投资兴业的政协
委员更好的服务、更多的支持，助力海南营商环境不断
优化。

2020年80个国家和地区
在我省投资
同比增长一倍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罗霞）《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去年6月1日公布以来，海南全球合
作“朋友圈”快速扩大。去年，在我省投资的国家和地
区共80个，同比增长一倍。这是海南日报记者2月2
日从省商务厅获悉的。

据统计，去年，海南外资企业投资来源地排名前五
位的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美国、新加坡、加
拿大，在我省投资的外资企业覆盖全部G20成员国，
除文莱以外的全部RCEP伙伴国，英、法、德、意等欧洲
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近一半的国家。

伴随着全球合作“朋友圈”的不断扩大，海南外资
市场主体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快速增长。去年，我
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005家，同比增长197.3%，占
2018年“4·13”以来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67.2%，
占近10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50%，创建省办经
济特区以来新高。尤其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公布以来，一系列重大利好政策吸引了外国投资
者的高度关注，6月-12月，我省共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855家，占全年总数的85%。去年，海南实际使用外资
超过30亿美元，同比增长100%，连续三年翻番，利用
外资规模创历史新高。

实施“八八”战略深化改革
海垦控股集团资产总额
达712亿元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光）
海南日报记者2月2日从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获悉，2020年，该
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48.6亿元、利润总额6.84亿元，
资产总额71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33%、5.35%、
16.15%。

据了解，2020年，海垦控股集团在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和省国资委的指导下，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气候干旱、橡胶价格剧烈波动等不利因素影响，统筹
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取得双胜利，各项工作进
展良好。

2020年，海垦控股集团以“八八战略”为抓手，
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培育和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
力的产业集团，实现橡胶产业迈上发展新台阶，天
然橡胶产业集群入选首批全国50个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成为全省唯一入选项目；南繁产业取得新进
展，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98
亿元；生猪产业发展成效明显，当年海垦猪业公司
实现营收3.48亿元、利润1.8亿元；新业态发展步伐
加快，融入自贸港建设，开设居民进口日用消费品
店等。

返岛
提取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孙
慧 实习生杨韫颖）2月2日是世界湿
地日，湿地是鸟类的重要栖息地，海
南观鸟会、海口畓榃（duō tán）湿
地研究所两个单位联合选择在当天宣
布2021年海南越冬水鸟调查结果，此
次调查共记录到水鸟65种30700只，
是历年海南越冬水鸟调查中记录到水
鸟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一次。

其中鸻鹬类37种19145只，鹭
类及琵鹭11种7396只，鸭类及䴙

䴘8种3339只，鸥类4种772只，秧
鸡类5种48只。

海南观鸟会会长程成介绍，勺
嘴鹬、黑脸琵鹭、小青脚鹬、大滨鹬、
大杓鹬等被列为IUCN红色名录极
危物种、IUCN红色名录濒危物种的
鸟类都有记录到。其中，最大的明
星鸟类无疑是被列为IUCN红色名
录极危物种的勺嘴鹬，调查队员在
儋州湾记录到了6只勺嘴鹬，这也
是勺嘴鹬在历年的越冬水鸟调查中

首次被记录到。
今年的越冬水鸟调查还记录到

106只黑脸琵鹭，黑脸琵鹭的数量为
调查历年来第二高，仅比去年的峰值
108只少了2只，这表明在海南越冬
的黑脸琵鹭数量也是在稳定上升中。

据介绍，按照区域整理并分析
本次调查所得数据，调查队发现海
南岛西线海岸的越冬水鸟数量仍然
显著高于东线海岸。其中，儋州湾
的水鸟数量达到6470只，连续两年

跃居全岛越冬水鸟数量之首。
调查队认为，儋州湾的越冬水

鸟调查到的数量最多，东寨港以
4746只水鸟居次位，但水鸟种类上
仍以42种居首。另外五处水鸟数
量高于千只的区域分别为后水湾、

北黎湾、新村港、莺歌海以及小海。
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所长卢刚

建议，对于局部区域中出现某些水
鸟的消失和显著减少，政府和保护
机构应予以重视并探索可行的改
善方案。

日前，在海南东寨港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下塘湿地保护小
区，黑翅长脚鹬在觅食。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65种30700只水鸟来琼越冬
为历年调查记录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一次

东寨港以4746 只水鸟居次位

另外五处水鸟数量高于千只的区域分别为

后水湾 北黎湾 新村港 莺歌海 小海

儋州湾越冬水鸟

6470只居首位

海南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核心目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
格局基本形成

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
熟，成为在国际上展示我国参与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靓丽名片 制图/张昕

14项
重点发展任务

初步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

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基本建成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打造国内一流营商环境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区域协调和新型城镇化发展

推动“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全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统筹发展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