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投资项目有59个，计划总投资约 113亿元、占比21.7%
目前已累计完成并投资纳统21亿元

社会投资项目25个，计划总投资约407亿元、占比78.3%
现已累计完成并投资纳统6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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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成品油海关现场查验
由两个环节压缩至一个环节

计量作业时间压缩
至半小时以内

整体通关作业时间
由3天降低至1.5天

本版制图/陈海冰

本报海口4月1日讯 （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李婷婷 蒋奕峰）4
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海关
所属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了解到，
自去年4月出口成品油“即检即
放”检验监管模式试行落地至今，
洋浦口岸共出口成品油214批次、
重量176.07万吨、货值5.95亿美
元。海关监管效率提升，企业获得
感明显。

去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洋浦口岸汽油、柴油、航空煤

油等出口业务急剧下降。为解决
企业实际诉求，帮助企业出口新品
燃料油进军国际市场，洋浦经济开
发区海关积极探索，创新出口成品
油“即检即放”检验监管模式，以制
度创新促企业发展。

“创新模式下，出口成品油海
关现场查验由两个环节压缩至一
个环节，重量计量由现场作业模式
改为在线模式，计量作业时间压缩
至半小时以内，每批出口油品节省
检测时长1天以上，整体通关作业

时间由3天降低至1.5天，同比缩
短50％。”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负
责人说。

截至目前，出口成品油“即
检即放”检验监管模式共为中石
化集团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中石化集团燃料油（海南）有限
公司等企业扩大出口产能 112
万吨，节省运营成本706万元人
民币，节省滞期费用约240万元
人民币。

据了解，该创新模式今年 2

月被列入海南自贸港第十一批
制度创新案例发布，并获得2020
年度洋浦经济开发区制度创新
突出贡献奖一等奖。该项创新
举措是在确保监管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采用

“风险评估+周期抽样+合格保
证”的合格评定模式，利用精确
等级最高的质量流量计实施现
场检验，通过“在线读取流量计
数据、系统分析监控关键运行数
据、视频实施出口现场监管”等

线上监管手段完成出口油品的
计重工作。同时，科学优化查验
检测放行流程，海关检测与企业
装船可以同步进行，实现海关监
管与企业出口双赢的目标。

洋浦海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海关将持续跟踪出口成品油

“即检即放”监管创新制度的实施
成效，结合业务实际不断调整优
化，扩大创新制度的适用范围，不
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

“即检即放”检验监管模式效果明显

洋浦口岸出口成品油通关作业时间缩短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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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党组书记、台长、海南广

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孔德明同

志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于2021年3月30日

12时40分不幸逝世，享年52岁。

孔德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1年4月

2日（星期五）上午9：30在海口市殡仪馆南海厅

举行。（联系电话：18689836699、18608968133、

13976689908、 13907683899、 13876772194、

13876091123、13198942558、13976693566）

特此讣告。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

2021年3月30日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三亚4月1日电 （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林诗婷）一座座塔
吊挥起巨臂，一幢幢大楼正在长高
……4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
亚中央商务区获悉，该园区多个项
目加快建设，尤其是引入的社会资
本投资占比近八成。

三亚中央商务区蓄积着强劲
增长点。2020年，该园区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82亿元，为年度投资
计划的120.6%；利用外资2.73亿
美元，占三亚市利用外资总数的
88%；新增注册各类企业689家；
实现税收14.51亿元。目前，园区
引进的19个总部经济项目已开工
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为提振区域经
济注入了活力、稳定了预期。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
产业结构。三亚中央商务园区致
力于构建“4+2”发展格局，即以总
部经济、金融服务、现代商贸、邮轮
游艇4大产业为主导，以文化服

务、专业休闲2大产业为支撑，持
续发挥产业集聚效应。截至目前，
该商务区谋划500万元以上项目
84个，计划总投资约520亿元。

从建设阶段看，三亚中央商务
区引进的一批重点项目正有序推
进。其中，中粮三亚大悦城、中交
海南总部基地项目、保利国际广
场、太平金融产业港、五矿国际广
场等在建项目34个，计划总投资
约320亿元；三亚中央公园、三亚
河口通道工程、凤凰岛桥头绿化工
程等计划新开工及谋划项目 50
个，计划总投资约200亿元。

从投资类型看，以政府投资项目
为主导，以社会资本项目为主体。三
亚中央商务区的政府投资项目有59
个，计划总投资约113亿元、占比
21.7%，目前已累计完成并投资纳统
21亿元；社会投资项目25个，计划总
投资约407亿元、占比78.3%，现已
累计完成并投资纳统69亿元。

4月1日，俯瞰三亚中央商务区凤凰海岸游艇出海场景。三亚中央商务区作为海南唯一以邮轮游艇为主导
产业的自贸港园区，目前已有30余家邮轮游艇企业入驻。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在优化投资结构中培育发展新动能

三亚中央商务区社会投资占比近八成

关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本报海口4月1日讯（记者周
晓梦 罗霞）3月31日，意大利奢侈
品品牌ETRO与海南国际经济发
展局召开视频会议，并签署参展合
作协议。ETRO将携最新一季系
列产品参加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

“我们非常期待与消博会碰
撞出不一样的火花。”ETRO全球
总经理Francesco Freschi表示，

消博会是全球高端品牌了解海南
自贸港政策、对接各大持牌免税
店和高端零售百货、进入海南离
岛免税市场的理想平台。他还指
出，中国经济所展现的强大韧性
与增长活力令全世界都为之惊
叹。中国不仅是至关重要的市
场，更是ETRO品牌寻求突破与
创新的不竭灵感之源。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局长韩

圣健简要介绍海南自贸港优惠政
策、投资机遇及消博会的进展情
况。他表示，消博会是全国首个
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国家级展
会，届时全球头部消费品牌、高端
零售集团将集聚海南。ETRO深
受全球消费者喜爱，欢迎品牌在
展会期间举办新品发布会，参加
采购对接会，将魅力与更多的中
国消费者分享。海南国际经济发

展局将协助对接各方资源，提供
优质、贴心的服务。

据了解，ETRO拥有超过 50
年的历史，是代表着“意式风尚”和

“意大利制造”的奢侈品品牌，旗下
拥有男/女装高级成衣系列、皮具
系列、香水系列、家居饰品及家装
配饰系列。佩斯里花纹是ETRO
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也是ETRO的
品牌象征和标志。

意大利奢侈品牌ETRO将参加消博会

消博会是了解海南自贸港政策的理想平台

本报讯（记者罗霞）美国芳香
护理和精油企业多特瑞（dōTER-
RA），将携旗下精油、护肤品和居
家生活产品进驻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时尚生活馆。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南国际经济
发展局获悉的。

成立于 2008 年的美国多特
瑞公司，业务遍布全球 140多个
国家和地区。在中国经过近7年
的发展，多特瑞已在北京、上海、
成都、广州、青岛、深圳、杭州、大
连设立了 8家线下精油生活馆，
在线上也逐步拥有了一批爱好精

油的忠实消费群体。2018年，多
特瑞中国被上海市政府认定为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位于上海的首
座中国工厂和首个海外实验室也
启动建设。

“中国是多特瑞最重要的海
外市场，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

蕴藏的巨大机会。”多特瑞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多特瑞公司希望
通过参与首届消博会，逐步加大
与海南自贸港的合作。“我们将把
握机遇，继续扎根中国，不断引进
国际优质的植物芳香资源，并推
动研发创新。”

美国多特瑞公司将携精油产品进驻消博会

希望逐步加大与海南自贸港的合作

本报讯 （记者罗霞）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海南国际经济发
展局获悉，韩国新华峰汇株式会
社将携多个韩国品牌参加首届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
称消博会），展示韩国尖货及革
新新品。

韩 国 新 华 峰 汇（SUNWAH

FH KOREA）集品牌授权代理、
国际物流供应链、新营销推广、
线上线下渠道扩展等优势于一
体，致力于帮助韩国优质中小品
牌适应并进入中国市场，为中国
消费者带来真正具有韩系独特
性的好产品。

在首届消博会上，韩国新华峰

汇将展示大批具有竞争力的韩国
尖货及新品，帮助韩国中小企业加
深与新老客户的交流合作，推动品
牌在中国健康发展。

“许多韩国中小企业的产品
质量好、性价比高，只不过海外
知名度不高。希望通过参加此
次消博会，借力免税等政策优

势，推动韩国中小企业收获更大
的中国市场。”韩国新华峰汇代
表李柱炯表示，海南集聚全球消
费领域资源，向各国展现着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最新成果。在这
一背景下，韩国企业迎来新发展
机遇，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与海南
自贸港的合作。

韩国新华峰汇将带来大批韩国尖货及新品

推动韩国中小企业收获更大市场

关注“三月三”

琼中将推出24项活动
欢庆“三月三”

本报营根4月1日电（记者李梦瑶）篝火晚会、稻田音乐
节、雨林徒步露营……4月6日至5月5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将推出主题为“阳春三月黎苗情 共绣美好新琼中”的一系列
文化旅游节庆活动，通过“文化搭台 旅游唱戏”，为黎族苗族传
统节日“三月三”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作为2021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节庆活动的
分会场之一，琼中今年共推出24项活动，包括旅游演艺类的主
题文艺演出晚会、琼剧表演、稻田音乐节等，旅游文化类的主题
民宿体验之旅、研学教育之旅等，旅游体育类的热带雨林徒步露
营大会、武术邀请赛、民俗趣味体育比赛等，旅游美食类的蓝莓
采摘、桑椹采摘、茶叶采摘等。

与此同时，琼中各乡镇也将于4月10日至4月14日期间开
展丰富多彩的黎族苗族文化体育活动，通过传承和弘扬民族传
统文化和推动琼中农业文化遗产示范区建设，助推乡村振兴。

三亚在广州举行
创新型旅游业推介会

本报广州4月1日电（记者李
艳玫）“主办方准备充分，细节之处
皆是惊喜，我已被三亚‘圈粉’。”4
月1日，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在广州
市举办主题为“奇趣暖春在三亚 错
峰登岛正当时”创新型旅游业推介
会，广州旅游从业者陈皮度过了一
个有趣的下午。

为何称为创新型旅游业推介
会？原来，三亚市旅游推广局打破
以往常规的推介模式，在会场布置
上从排列就坐变成围桌而坐；参会
嘉宾按照该局推出的“三亚新青年
奇趣岛”五种拟人化动物形象分桌
就坐；三亚当地旅游企业改变台上
宣讲方式，走到嘉宾身边一一解答
大家关心的问题……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形
式创新之后，现场交流变多了，互动
性变强了。“大家的反响很热烈，比
我们预期效果要好。”三亚市旅游推
广局工作人员刘韦说,活动贴合游
客新口味，为三亚与广东旅游企业
创造更多合作契机。

从建造房子到“制造”房子
◀上接A01版

统筹优化产业布局
我省建设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区

3月30日下午，在万宁市海建集团建筑产业现代化基地，
身着蓝色工服，带着红色安全帽的工人站在生产线旁，操控生产
线作业，机器声轰鸣不断，制作好的预制构件一层层堆放在厂房
外面，从厂房门口堆到了整个基地的大门口。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预构件的订单就开始快速增多，今年
的订单生产期已排到8月份。”万宁市海建装配式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董事长练江山说。

为优化全省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布局。我省还推动装配式建
筑生产基地集中布局到临高金牌港开发区，加快热带建筑建材产
业集群发展。目前，在洋浦经济开发区临高金牌港园区管理局筹
备组服务保障下，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康庄住工集团、江西志
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凡林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已
有4个装配式建筑生产项目落户在该园区内，正在施工建设中。

“目前海南装配式建筑首要任务是把构配件的生产能力提
升起来。”省住建厅厅长霍巨燃介绍，现在全省已经有14家装配
式建筑生产厂家投产，但生产能力仍不够，相信金牌港装配式建
筑产业园区的几个项目落成投产后，我省装配式建筑构配件的
生产能力将有很大提升。 （本报海口4月1日讯）

我省发布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
普查历时3年，含2万多个普查对象

本报海口4月1日讯（记者周晓梦）4月1日，《海南省第二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正式对外发布。海
南日报记者从《公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此次普查历时3年，对
全省2万多个普查对象进行了全面调查，摸清各类污染源，为精
准、科学、依法治污提供有力支撑。

全国污染源普查是重大的国情调查，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基础性和全局性工作，每10年开展一次。海南省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17年12月31日。在开展普查3年时
间里，普查工作人员对全省2万多个普查对象进行了全面调查，
获取了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
设施和移动源相关基本信息和污染物排放信息，健全了重点污
染源档案和污染源信息数据库。

普查取得哪些成果？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孔令辉在发
布会上介绍，此次全省范围的污染源普查工作，摸清了各类
污染源的基本情况。从掌握各类污染源排放情况看，全省主
要水污染物排放情况为：化学需氧量16.46万吨，氨氮1.21万
吨，总氮 4.18 万吨，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0.77%、1.26%、
1.37%。排放量方面，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的排放均以生
活源和农业源为主。

同时，此次普查还健全了重点污染源档案和污染源信息数
据库，形成海南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信息数据库。

省侨联制作中英文短视频
解读海南自贸港政策

本报海口4月1日讯（记者昂颖）为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激发广大侨胞、侨商来琼投资创业的热情，日前，省侨联邀请中
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中心专家对《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进行政策解读，并制作成中英文短视频对外传
播，将在海南侨联微信公众号陆续推出。

该中英文短视频共分为6集，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分别从
海南自贸港战略定位、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制度建设、重点园区
建设、五个“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方面，多角度地对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进行全面解读。

通过该视频，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和侨商既能深入了解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优惠政策、区位优势和有关建设情况，还可更
好把握海南自贸港投资方向和商机，共享海南发展红利。

花王旗下高端护肤品牌
国内首店落户三亚
免税售价与日本市场价格同步

本报三亚4月1日电（记者李艳
玫 通讯员汪慧珊）4月1日，日本花
王旗下高端护肤品牌SENSAI丝光
溢彩、est嫒色入驻中国免税市场，国
内首店剪彩仪式在三亚海旅免税城
举行。据悉，该品牌商品在三亚海旅
免税城的免税售价与日本市场价格
同步，让消费者不出国门就能买到同
质同价的人气美容护肤产品。

据介绍，此次花王落户在三亚海
旅免税城的高端化妆品销售专区面积
约为40平方米，销售旗下主力高端品
牌SENSAI丝光溢彩和est嫒色。开
业期间，在SENSAI丝光溢彩门店和
est嫒色门店购买相关产品到达一定
金额的顾客，还有精美礼品赠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