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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宣传部开展植树活动

履行植树义务
共建美丽自贸港

本报临城3月12日电 （记者
陈蔚林）3 月 12 日是植树节，按
照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省委宣
传部组织党员干部到临高县东英
镇兰刘村，与当地干群一同开展

“履行植树义务 共建美丽自贸
港”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乡
村振兴添绿意，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添助力。

植树活动中，干部群众分工明
确、密切配合，有的搬运树苗，有的
挥锄培土，有的提水浇苗，现场一
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经过大
家一个多小时的努力，一排排新栽
的沉香树苗在春风中昂然挺立、生
机勃勃。

参加活动的干部群众一致
认为，此次植树活动进一步增强
了干部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引
导大家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用实际行动为加快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智慧
和力量。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孙
慧）春风润木吐新叶，正是种树好时
节。3月12日上午，省林业局组织
全省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成员单
位，以及省林业局机关、海口市林业
局和琼山区林业部门机关等单位干
部群众共200多人，在海口市甲子
镇新民林场开展“关注森林”系列义

务植树活动。
植树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同植

一片绿色，共享碧水蓝天”义务植树
活动的横幅格外醒目。大家几人一
组，分工合作，培土、压实、浇水，种下
一株株马占相思树苗。参加植树活
动的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
主任张京红说，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

的主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对
维护生态平衡和生态安全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功能，要动员大家参与
植树绿化活动。

省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处长
蔡兴旺介绍，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
植树造林，全省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62.1%，下一步省林业局将统筹全省

造林绿化工作从增量向提质和调优
转变，具体方式有退塘还林（湿）、“四
边”复绿、老残林更新、矿山矿坑修复
和乡村绿化等。

2020年底，省林业局与省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联合省教育厅、
省旅文厅、共青团海南省委、省妇女
联合会、省工商联、省总工会等单位

组建了我省第一届关注森林活动组
委会和执委会。此次开展的义务植
树活动是我省今年深入开展关注森
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该组委会将
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全面推行林长
制、创建森林城市等为主题，开展系
列活动。

本报海口 3月 12 日讯 （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谢梦茹）阳春布德
泽，万物生光辉。为使同学们主动
参与到植树节活动中，亲身体验劳
动的乐趣，感受美化环境的意义，3
月 12 日上午，海口部分中小学及
幼儿园开展了形式各样的义务植
树活动。

12日上午，海南华侨中学高中
部举行了“2021年校园植树活动暨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揭牌仪式”。“该
实践基地是学校结合‘双新’示范
校建设，为劳动教育提供必要保障
而搭建起来的劳动实践场所，有利
于让师生开展丰富的劳动教育实
践体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海南华侨中学相关负
责人介绍。

揭牌仪式结束后，来自该校高一
年级的部分师生走进基地共同植树，
为春天里的校园增添一抹绿色。大
家提着锄头、铁锹、水桶等工具，按照
责任分工，互相协作，配合默契，有的
扶苗培土，有的提桶浇水，忙碌不

已。活动种植嘉宝果树、龙眼、香橙
等果树共30余株。

和同学共同栽下一棵嘉宝树
后，该校高一（10）班学生高文瀚在
树上郑重挂上了班级认养牌。“今
天和同学们共同认养并种下一棵
属于我们班级的树，我觉得非常有
意义。除了平时要经常来给这棵
树浇水、管护，我们还约定，等毕业
长大后，也要经常回母校来看望
它。这棵嘉宝树将成为我们青春
的见证。”

“学校举办今天的植树活动，
是为了将劳动教育融入教育教学
和人才培养之中。希望师生们通
过共同植树，感悟劳动教育之美，
根植劳动教育文化内涵，提升师生
劳动教育敏感性，激发学生爱校、
爱家、爱国情怀，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海南华侨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林珏介绍说。

同样，海南省农垦总局机关幼
儿园也邀请园区孩子和家长对幼儿
园内的树木进行认养、栽种。幼儿

园为大家准备了水壶、铲子和水
桶。家长和孩子们种好树后，还将
写有自己班级和名字的树牌挂上了
树杈。

参与树木认养活动的幼儿家长
吴遥海说：“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在孩
子心里种下希望，让孩子能更清晰地
了解到植树的意义。”

我省开展“关注森林”系列义务植树活动

同植一片绿色 共享碧水蓝天

海口市部分学校学生参与义务植树活动

为家乡披绿衣 勤劳动获真知

争创一流营商环境

我省营商环境报料热线 966123

海口优化《进口药品通关单》
备案行政审批事项

申请人可选择
“不见面审批”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 （记者
习霁鸿）为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提
高行政审批效率，3月12日，海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
步优化<进口药品通关单>备案行
政审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明确自当日起，海口市办理的《进口
药品通关单》备案行政审批事项可
实行全流程互联网“不见面审批”。

《公告》提出，海口市办理的《进
口药品通关单》备案行政审批事项，
审批过程中可不收取纸质材料，转
而由申请人根据申请事项登录相关
行政审批系统，进行网上申报，按照
要求上传电子扫描材料即可。

根据《公告》，该局推行相关事
项“不见面审批”，申请人可根据自
身需求，既可选择“不见面审批”办
理模式，也可选择“见面审批”办理
模式。法律法规规定申请资料需核
验原件或归还证件原件的，企业选
择“不见面审批”办理模式时可以采
取邮寄方式寄送资料。

本报三亚3月12日电（记者周
月光）3月12日，三亚市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三亚市创建一流营商环
境2021年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明确将对照世界银行和国家发
改委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推出50项
具体改革举措，全方位争创一流营商
环境。

《方案》聚焦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
创业的痛点、难点、堵点，围绕减流程、

减成本、减材料、提效率、优服务，推出
具体的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和指
标，如：深化“一网通办”、“一窗通办”
改革，开发代办、帮办等服务模式，设
立三亚市统一咨询服务热线，压缩企
业开办承诺时间至1个工作日以内；
全面推进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
制，梳理事项清单和制定办理流程，着
力破解“准入不准营”的问题；在重点
园区推行土地出让前方案预审、规划

许可极简审批、分阶段施工许可等措
施，推进“拿地即开工”改革；探索不动
产登记零收费，降低市场主体成本；探
索开展“政采贷”业务，建立银行和政
府部门联动合作机制，实现凭借与采
购单位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即可向
开展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务的银行和
金融机构申请信用贷款；推行“一件事
一次办”套餐式集成服务，建设企业服
务平台，将政策兑现纳入政务服务平

台办理，提升市场主体的体验感和满
意度等。

《方案》要求建立指标长责任制，
各指标牵头责任单位的分管市领导担
任指标长，定期召开调度会推动任务
落实，各指标长牵头单位在方案印发
之日起一个月内，出台本指标领域优
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方案，细化工作
措施和责任分工，确保各项改革措施
落地见效。

三亚将推50项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

推进“拿地即开工”改革 探索“政采贷”业务

本报营根3月12日电（记者李
梦瑶 通讯员王丽娟）3月10日上午，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行工商联营商
环境监督员聘任仪式，首批16名民营
企业家和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受聘为营
商环境特邀监督员，聘期3年。

据介绍，建立营商环境特邀监督
员制度，是琼中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推出的务实举措。监督员受聘期间，
将对全县营商环境相关工作进行监
督，收集并反馈市场主体和社会各界
在项目落地、企业生产运营等方面存

在的意见、建议，积极参与全县营商环
境监督综合测评，配合有关部门开展

投诉举报信息核查，宣传全县优化营
商环境的制度、规定和措施等工作。

琼中聘请首批16名营商环境监督员

特邀上岗“除尘”净化营商“空气”

去年全省供销社系统
销售额突破百亿元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
陈颖 实习生范平昕）海南日报记者从3月12日
召开的省供销合作联社二届七次理事会议了解
到，2020年，全省供销社系统积极构建产销对接
长效机制，持续发挥消费扶贫牵头作用，全系统实
现销售总额104.81亿元，同比增长17.07%。

去年，我省加快省、市县、乡镇三级供销合作
社农产品销售实体建设，多个市县社采取不同形
式组建了农产品运销企业。疫情重点防控期间，
全系统主动开展抗疫保供产销对接大行动，运销
瓜菜3.21万吨，销售金额1.91亿元。在消费扶贫
方面，组织了为期3个月的消费扶贫“春风大行
动”，三亚、琼海等多个市县供销合作社创新开展
消费扶贫活动，全系统扶贫集市计划任务翻倍完
成，助力全省消费扶贫实现销售额5.85亿元。

接下来，海南供销社系统将进一步加强农产
品产销对接，大力建设各级为农服务体系，深化拓
展消费帮扶，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我省认定31家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
报记者3月12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我省认定
海口琼山杜代杰农业种养家庭农场、万宁万城春
雷种养家庭农场、文昌公坡绩吉种养家庭农场等
31家家庭农场为2020年度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现代农业经
营体系建设。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
类经营主体，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把农业规模经营户培育
成有活力的家庭农场。

为发展壮大我省家庭农场，提升家庭农场技
术装备水平、产业发展水平和营销经营水平，去
年，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发布《关于印发2020
年家庭农场发展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我省
安排资金250万元，扶持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25家，将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符合相关条
件的家庭农场一次性给予奖补资金10万元。奖
补资金主要用于改善生产条件，应用先进技术，提
升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能力，建设
清选包装、烘干等产地初加工设施，提高产品质量
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3月12日，在海南省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孩子们参加植树节活动。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重庆城】投资商家招募令
儋州重庆建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就海南【重庆城项目49

号楼商业】招募投资商家，欢迎投资商家来电咨询及报名。海南·
重庆城，位于海南省西部儋州市白马井滨海新区第一组团，海南省
目前正在重点发展滨海新区，项目毗邻恒大海花岛、与洋浦自贸港
仅一桥之隔，交通便利，目前已形成独具重庆特色的超过3万方滨
海商业综合体。一、项目概况：49 号楼商业共 3 层，建面
3172.74m2，交房条件为清水房交付。二、招商标的：海南重庆城项
目49号楼商业。三、招商细则：1、意向投资商家与我司对投资购
买方案商议确定后，由意向商家支付我司房款，我司负责开发建造
49号楼。2、付款方式：投资方以一次性或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购
房款。3、交付日期：本项目建设周期预计为11个月，从开工建设
至项目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备注：具体图纸和招商详情欢迎来电
咨询。海南联系人：黄杰 13908346223；重庆联系人：陈文艺
17782316269。项目地点：海南儋州滨海新区滨海大道【重庆城项
目】儋州重庆建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我所拟对我所参股企业的股权（详见下表）进行脱钩划转，请有
意向的国有全资企业于2021年3月22日前与我所联系。

公 告

企业名称

广西康田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广陵热科
南繁种业研发
中心有限公司

海南黎缘热带
林木鉴定评估

有限公司

企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50100596
8531932

91469034M
A5T54430H

91460100M
A5REY0BX9

法定
代表人

陈坚

赵辉

蒋承忠

登记
机关

南宁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陵水黎族
自治县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海口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

注册资本
（万元）

1412

1000

1100

生物
所股权

11.55%

24.01%

10%

入股
形式
无形
资产
入股

无形
资产
入股

无形
资产
入股

联系人：王永壮，联系电话：13322005065、0898-6698261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2021年3月13日

京海国际拍卖（海南）股份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 20210320期）

我司受海南省职业教育实训中心的委托，定于2021年3月20日
上午10时在本公司公开拍卖：海口市海秀东路14号海南省职业教育
实训中心临街共计3间商业铺面租赁权。具体标的分别为：14-3号
105m2、14-4号58m2、14-10号106m2，每平米月租单价403元起
拍，承租时间60个月。

竞买须知：1、竞买人须为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
有10家以上连锁门店证明；2、现有商户有优先承租权；3、每个竞买
人仅限竞拍一个标的，多拍无效；4、竞买保证金10万元；5、保证金信
息：户名：京海国际拍卖（海南）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
海口世贸支行，账号：46050100333600000440，保证金以到账为
准；6、展示和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3月19日17时止。

公司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
电话：0898-68520771 18889289611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段

改建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公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段改建工程进行施工

的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的行车安全和施工顺利，现需要对相关路
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2021年3
月18日至2023年3月30日。二、管制路段：G98环岛高速公路
K287+606至K290+266段。三、管制方式：（一）2021年3月18日
至2021年3月22日，封闭G98环岛高速公路K287+606至K290+
266段左幅（乐东往三亚方向）应急车道，第一行车道和第二行车道
正常通行。（二）2021年3月23日至2023年3月30日，封闭G98环
岛高速公路K287+606至K290+266段左幅（乐东往三亚方向），由
乐东往三亚方向的车辆经施工便道通行。（三）2021年3月23日至
2021年3月30日，封闭G98环岛高速公路K287+606至K290+
266段右幅（三亚往乐东方向）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
正常通行。（四）2021年3月31日至2023年3月30日，封闭G98环
岛高速公路K287+606至K290+266段右幅（三亚往乐东方向），由
三亚往乐东方向的车辆经施工便道通行。届时途经管制路段的车
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
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1年3月12日

近年来

我省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全省森林覆盖率已达到62.1%

上海船研所洋浦工作站
挂牌成立
助力洋浦港航产业发展

本报洋浦3月12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3月10日上午，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
究所航运技术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洋浦工作站
挂牌成立，未来将依托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
的科研技术力量，帮助洋浦开展港航科技创新，助
力洋浦港航产业发展。

去年10月23日，洋浦管委会与上海船舶运
输科学研究所签署协议。根据协议内容，上海船
舶运输科学研究所在洋浦成立航运技术与安全国
家重点实验室工作站，围绕“数字洋浦”“智慧洋
浦”“绿色洋浦”和“创新洋浦”，就智慧航运、智慧
港口、智能船舶、航运物流数字化生态和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环境咨询、污染治理等内容与洋浦
开展合作。

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是我国最大的交通
运输综合技术研究开发基地，其研究领域为新船
型及运输系统、舰船自动化系统、环境工程及环保
技术、智能交通系统等，在并入中远海运集团后，
长期从事国内交通运输和造船行业的开发研究，
其研发能力和技术服务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未来，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还将充分利
用其技术、人才、资本等优势，围绕港航产业发展
与洋浦开展合作，进一步提升洋浦开发区港航科
技创新能力，完善洋浦港航基础设施建设，为洋浦
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发展港航物
流产业，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进一步加快航运要
素向洋浦聚集。

关注植树节

此次开展的义务植树
活动是我省关注森林活动
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省第一届关注森林活动将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全面推行林长制、创建森林城市等为主题
开展系列活动 制图/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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