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1年3月21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吴维杨 美编：孙发强 检校：叶健升 蔡法A04 综合

■■■■■ ■■■■■ ■■■■■

海南邮轮法治与发展研究院
在三亚揭牌成立
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海事特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3月19日，三亚中瑞
酒店管理职业学院与大连海事大学合作共建海南
邮轮法治与发展研究院暨大连海事大学海洋法治
与文化研究院海南分院揭牌仪式在三亚举行。

根据合作协议，海南邮轮法治与发展研究院、
大连海事大学海洋法治与文化研究院海南分院设
立在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校区内，将提供
海洋法治与文化问题咨询、开展科研课题合作研
究，研发航运法律培训产品、培养和输送高端航运
法律人才等。在邮轮管理、港口规划与运营、航道
建设等项目研究领域，将进一步强化资源整合，提
升合作价值，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海事特区建设。

据悉，大连海事大学海洋法治与文化研究院
重点打造面向国家海洋法治与海洋文化发展领域
的高端智库，此次与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合作，是院校联合、校地合作的生动实践，双方将
共建大连海事大学相关专业学生的实习实践基
地，培养高层次港口、航运、物流等方面的人才。

据悉，今后双方将努力构建合作发展的新平台、
新机制，进一步利用双方教育资源优势，共同开发邮
轮新兴特色专业，在专业建设、泛服务行业人才培养
等方面加强合作，为海南乃至全国培养和输送更多
的实用型人才，助推海洋经济产业的研究与发展。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崔善红）3月 19日，省
高院召开视频动员大会，通报近期
法院执行工作情况，并决定于今年3
月至10月，在全省法院开展提高执
行到位率专项攻坚行动，大幅提高
海南法院执结率和实际执行到位
率，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
权益，全面巩固提升“基本解决执行
难”成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营造法

治化营商环境。
会议强调，执行到位率是执行

工作从基本解决执行难向切实解决
执行难迈进的一项重要指标，是有
效提高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执行工
作满意度的重要举措。全省各级法
院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有财
产可供执行案件尽快办结，将“一把
手抓、抓一把手”的执行常态化工作
机制落实到位。要拓宽财产查控、

处置的方式和渠道，提升有财产可
供执行案件比重。要依法加大强制
执行力度，用足用好各种强制措
施。要建立健全立审执一体化机
制，加强诉前保全、诉中保全等事先
防范措施力度，提升财产保全率，为
执行工作打下良好基础。要充分发
挥执行指挥中心作用，建立科学的
分析研判机制，特别是各级法院党
组要将本次专项行动的情况纳入年

度绩效考核的范围。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法院要认真

落实最高院党组《关于进一步规范司
法行为强化监督管理持续纠治司法
腐败问题的意见》，将此次专项行动
纳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当中，对
典型案件认真开展“一案双查”，并约
谈执行质效指标排名靠后法院的“一
把手”或相关领导和责任人，切实把
监督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来。

我省法院部署开展提高执行到位率专项攻坚行动

保障当事人打赢官司实现权益

本报三亚3月20日电（记者李
艳玫 周晓梦 通讯员袁铭悦）3月19
日，由中免集团主办的首届中免腕
表节在三亚国际免税城启动，活动
持续至4月 19日。期间，万国、积
家、肖邦等多家制表品牌将呈现旗
下最新力作，部分腕表7折优惠，精
选高级腕表享3倍积分，满额消费
还可获赠星级酒店套房、下午茶及
晚餐服务。

据了解，本次首届腕表节将在中
免旗下三亚国际免税城、海口日月广
场免税店、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三

亚凤凰机场免税店和琼海博鳌市内
店等五家免税店同步开展。腕表节
期间，购满指定金额即可享用高星级
酒店套房、晚餐、下午茶等专属服务，
并额外通过会员多倍积分、折扣以及
买赠等方式让利给消费者，精选高级
腕表享3倍积分。

此外，凭借和全球腕表供应商
的良好合作关系，此次腕表节将发
布多款中免独家限量表款，包括万
宝龙Summit 智能腕表，以及爱马
仕H 08系列腕表等，为腕表爱好者
带来更多消费选择，真正实现免税

品与原产地在品牌、品种、价格上
“三同步”。

名贵手表消费在海南离岛免税
购物中正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尤其
是去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新政的带
动作用非常明显。“新政将每年每人
的额度由原来的3万元提升至10万
元，且取消了单件8000元免税限额
规定，不少游客专程到海南购买腕
表、珠宝等奢侈品，腕表销售额翻倍
增长。”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斌说。

腕表款式选择面拓宽也刺激了

腕表销售。“过去，受免税额度的限
制，主要供应8000元至1万元左右
的表款；随着额度放开，我们调整供
货，增加数万元级别的表款，去满足
各类消费者的需求。”刘斌说，换句话
说，消费者既能买到千元级手表，也
能有数万元级别表款选择。

据悉，三亚国际免税城目前腕表
品牌超过46家，主要集中在B区，包
括浪琴、天梭、万宝龙、积家、卡西欧
等品牌。“首届中免腕表节作为中免
集团深耕中国旅游零售市场又一举
措，将把更多中国消费者喜爱的品

牌和产品引进中国免税市场。”中
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总经理、海
南省免税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远昭
表示，近期就有包括百年灵、宝齐莱
等腕表品牌相继入驻，江诗丹顿也
将正式开业。

下一步，中免集团还将积极筹备
第二届中免“钟表与奇迹”高级钟表
展，加大与全球各知名品牌的磋商力
度，引进更多适销对路的腕表商品，
丰富三亚国际免税城的腕表品牌规
模，将其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免税购
物天堂。

首届中免腕表节举行，将带动名贵腕表消费

免税腕表买限量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梁
振宁）近日，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
与罗牛山集团、浙商期货有限公司共
同实施了生猪“保险+期货”价格保
险试点。为罗牛山集团的850头生
猪提供了278.87万元的价格风险保
障，这是目前海南省的单张保额最大

的“生猪+期货”价格保单。
2017年6月1日，人保财险海南

省分公司签发了天然橡胶“保险+期
货”的第一张保单，对推动我省的天
然橡胶产业扶贫作出了积极贡献，
2020年，该公司承保的天然橡胶“保
险+期货”项目的6.1万吨，投保农户

获得赔款3129.66万元，充分保障了
农户的经济利益。

今年1月8日，生猪期货在大连
商品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这是我国
首个以活体为交易标的的期货品种，
生猪期货的上市，对于养殖企业降低
经营风险、稳定生产效益等具有重要

意义。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助力我省生猪养殖企业稳产保
供，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积极了解
罗牛山养殖企业的需求，与浙商期货
公司合作开发了“生猪+期货”保险
项目，为罗牛山集团提供生猪养殖价

格风险保障服务。“生猪+期货”保险
是保险公司以生猪期货价格为基准
价开发保险产品，养殖企业通过购买
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来稳定生产效
益，保险公司再与期货公司合作，利
用期货市场对冲风险，最终实现多方
共赢的金融支农模式。

我省单张保额最大的“生猪+期货”价格保单落地

生猪生产上保险

我省享受个税优惠政策高端紧缺
人才名单可查询

符合条件者可申请补录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冯锦煜）海南日报记者3月20日从省人才服务中
心获悉，被确认为可享受我省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高端紧缺人才名单，可在海南政务服务网上进行
查询。如果人才根据自身情况认为符合条件但不
在名单之内的，可申请补录。上述人才2020年在
海南取得的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可享受个人所得
税实际税负超过15%部分予以免征的优惠政策。

据了解，确定是否被纳入享受个人所得税优
惠政策高端紧缺人才名单，可在线上或线下查询。
线上查询，申请人可访问海南政务服务网，登录或
注册个人账号，进入个人中心，在页面右下角“海南
自由贸易港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高端紧缺人
才名单（2020年）”处点击查询。如果目前不在名
单范围内，但实际满足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条
件，可点击页面“立即申报”进行申请补录。

线下查询，申请人可致电（0898-65379104、
65358704、66752521、66501217），向省人才服
务中心提供姓名、国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等信
息，请工作人员协助查询。

乐东青年干部素质能力提升
专题培训班结业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胡思琴）3月19
日，2021年乐东黎族自治县青年干部素质能力提
升专题培训班在海口结业，乐东50多名青年党员
干部参加了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从3月15日至19日，为期
5天。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教学模式相
结合的方式，教学内容包括《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解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预防、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省委七届
九次全会精神》解读、党政机关公文处理与写作技
巧等专题教学，观看党史电影《建党伟业》和警示
教育片《永远在路上》，学员们还前往琼崖红军云
龙改编旧址、冯白驹故居、海南省史志馆开展了现
场教学。

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高乐东青年干部的政
治素养和党性修养，增强能力素质和斗争本领，着
力培养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的青年干
部队伍，更好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本次培训班由中共乐东黎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主办，海南日报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上海六院海口医院与海南体育职业
技术学院签署协议

为我省竞技体育发展
提供医疗保障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王黎刚）3月20
日上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
医院（以下简称上海六院海口医院）与海南体育职
业技术学院共同签署协议，标志着目前国内高水
平的骨科医疗专业技术和康复团队将向海南省队
运动员、教练团队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医疗保
障，为我省竞技体育发展进一步提供有力支撑。

合作期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
糖尿病医院以骨科优质的医疗专业技术和康复医
学团队为支撑，向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乒乓球
等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团队提供医疗保障和保健
服务，确保省级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员团队在海南
的比赛赛事和日常训练中的运动损伤治疗和康复
理疗得到全方位、高质量的医疗保障。期间，上海
六院海口医院将对接上海六院运动医学及康复专
业专家到海南进行义诊、体检、运动康复指导等工
作。同时，给予运动员就诊绿色通道，快速安排相
关手术及康复治疗。

据介绍，今年以来，上海六院海口医院已先后
为国家帆船帆板队、国家沙滩排球队等运动员、教
练员提供义诊服务，提供运动损伤指导和专业治
疗方案；同时，也为今后前来海南冬训的全国各地
运动队伍提供医疗保障。

本报三亚3月20日电（记者邵
长春 高懿 通讯员赵媛 郑立）3月
20日，海马新能源汽车三亚体验中心
正式开业，海马在海南新能源汽车战
略布局中又下一城。

据悉，这是三亚首个厂家自建的
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也是目前三亚
功能最全、体验最专业的新能源汽车
体验中心。

该体验中心位于三亚市迎宾路
465号，占地约1500平方米，包括智
能化展厅、车家互联体验区、智能驾
驶体验区、售后服务中心等，满足汽
车直销、品牌文化、社交互动、智能网
联体验、售后服务等多种功能。

据悉，发轫植根于海南的海马汽
车，创业30多年来，已累计生产汽车
200多万辆，累计纳税200多亿元，在
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汽车超
过10万台。

“海马汽车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
策优势，向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转型，
向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升级。”一汽海
马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国纲说。

三亚市副市长吴海峰表示，三亚
市将支持海马智能汽车和新能源汽
车同三亚旅游业、会展业等现代服务
业融合发展，并逐步向新能源汽车价
值链的尖端领域迈进，助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

据悉，2021年海马在三亚计划
销售智能汽车超4000台，实现销售
收入超4亿元；还计划在儋州、万宁
等地建设厂家直营销售服务网点，构
建全岛无忧的服务网络。

“‘十四五’时期，海马汽车将全
面转型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海
马集团董事长景柱表示，海马将国家

“三纵三横”新能源汽车战略规划，落
实为“优先智能汽车、合作电动汽车、

死磕插混汽车、深耕氢能汽车”。
据悉，目前，海马汽车第三代氢

燃料电池样车已投入研发，海马集团

还正在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合作，计
划今年在海南建成第一座制氢加氢
一体化设施。

海马新能源汽车三亚体验中心开业
全面转型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

3月20日，海马新能源汽车三亚体验中心正式开业，这是三亚首个厂家自
建的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也是目前三亚功能最全、体验最专业的新能源汽车
体验中心。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3月19日12时-3月20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8

7

6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1

15

12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近日，在万宁市礼纪工业园
的海南派成铝业公司礼纪生产基
地，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加工铝合
金门窗产品，叉车在车间内来回
穿梭，车间内一派忙碌。

据悉，该企业2021年第一
季度已承接订单额近2亿元，计
划排产至5月份生产完成，订单
同比增长100%。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赶订单
忙生产

◀上接A01版
临高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肖韩

说，临高新闻战线将发挥宣传阵地
优势，服务好党史学习教育。利用
中共临高县第一次党员会议会址、
海南解放公园等红色资源，讲好党
的百年发展历程，讲好革命精神在
临高的传承和发展故事，把党的声
音传递到千家万户。同时，深入挖
掘临高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和乡村振
兴中涌现出的先进党员干部典型、
创新做法和学习成效，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接地气见实效。

（本报临城3月20日电）

牢记初心使命
推进乡村振兴

◀上接A01版
《办法》强调，企业违反规定瞒

报、漏报或谎报重大资产损失的，对
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比照
领导责任和主管责任进行责任认定。

同时，企业有关经营管理决策
机构以集体决策形式作出违规经
营投资的决策或实施其他违规经营
投资的行为，造成资产损失或其他
严重不良后果的，应当承担集体责
任，有关成员参照《办法》规定承担
相应责任。

对国企经管人员
实行重大决策终身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