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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洋浦 5月 20 日电 （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5 月 19
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海事局联合中
国船级社海南分社、珠海分社共同
为“霖顺 668”轮颁发船舶登记、检
验相关证书，实现了船舶检验相关
证书、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
国籍证书、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无
线电台执照、九位码证书以及船舶
相关文书等20余项证书文书同日
发证，标志着洋浦辖区国内航行船
舶转籍落户首次实现跨单位跨部门
并联办理。

据介绍，自去年《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洋浦辖
区船舶登记业务量急剧上升，为高
效应对航运企业日益增长的办证速
度需求，切实减少船舶转籍停航造
成的时间成本，洋浦海事局拓展思
路，主动作为，积极与中国船级社海
南分社、洋浦航运办等部门沟通协
调，开展国内航行船舶转籍落户跨
单位跨部门并联办理的探索，意在
建立更通畅的跨部门信息流通，进
一步提高船舶转籍落户登记效
率。“霖顺668”船舶相关证书的同
日发证标志着洋浦的海事服务在
船舶注册落户制度创新上又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得益于“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政
策红利，自去年6月1日以来，近百
家航运企业进驻洋浦，新增注册船
舶107艘，其中 28艘为“中国洋浦
港”国际船舶，总载重吨达 535 万
吨，占国内登记的国际船舶载重吨
的9%。由此带动洋浦水运周转量
取得跨越式增长，今年一季度完成
水运货运量2875.48万吨，同比增长
525.32%。货物周转量达2022.39亿
吨公里，增长约25.4倍，形成增加值
约 20 亿元，对 GDP 增长贡献率
57.7%。

洋浦海事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联合有关单位和
部门总结经验，持续开展船舶注册
落户制度集成创新研究，进一步与
地方港航管理部门协调沟通，争取
实现海事、船检、港航等各单位更大
范围之间并联服务，助力洋浦建设西
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

国
内
船
舶
转
籍
落
户
洋
浦
可
并
联
办
理

实
现
二
十
余
项
证
书
文
书
同
日
发
证

本报三亚5月20日电（记者赵
优 周月光）5月20日，凯撒同盛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旅业）在
三亚举行“潮起海南 腾飞三亚——凯
撒旅业落户三亚市暨新LOGO启用”
发布仪式，宣布完成三亚落户工作，并
启用全新品牌形象。现场，凯撒旅业
与17家代表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扎实推进海南布局。

2019年起，凯撒旅业开始海南布
局；2020年，凯撒旅业与三亚市政府
签署合作协议，以此为“大本营”创新
发展格局；2021年，凯撒旅业正式迁

址三亚，落户中央商务区。
凯撒旅业董事长刘江涛表示，凯撒

旅业将按照“迁址—安家—项目落地—
做大做强”的路径落户三亚、发展海南，
引入更多实质性项目陆续落地三亚，实
现企业与地区的共赢。

落户三亚，凯撒旅业启用全新的
品牌形象，新品牌形象以公司首字母

“C”和“T”为基础，叠加中英文组合而
成；主色调选用深海蓝与中国红，深海
蓝展示凯撒旅业新总部——三亚的蔚
蓝浩瀚；中国红诠释凯撒旅业以中国
为发展基业布局全球的战略规划。

当天，凯撒旅业与17家代表企业
现场签署战略合作，既有以三亚发控、
三亚旅文集团、三亚交投集团、三亚国
际邮轮为代表的三亚本土企业，也有
以海程邦达、金科智慧服务集团、一兆
韦德、常发集团为代表的综合性产业
集团，还有以海南宁生旅游集团、海昌
海洋公园、正大食品及青岛万福集团
为代表的关注海南发展的知名企业，
更有以中国信达海南分公司、建设银
行海南省分行、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平
安银行海口分行、海南银行为代表的
当地金融机构。

凯撒旅业落户海南
与17家代表企业开展战略合作

本报海口5月20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肖海凤）5月20日，海南
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完成首单成品油供
应链金融业务交收，该笔业务为能链
集团提供供应链金融采购订单融资，
首单业务金额合计2200万元，成功为
能链集团向上游资源方采购成品油，
并实现首笔预付款模式订单融资。

能链集团是中国领先的能源物联
网EIoT及能源新零售平台，国内外
双料独角兽，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该笔业务由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
心运营总部公司对货权进行整体管
控，通过资金结算的线上化、库存仓单

的可视化，实现交易中心在油气供应
链金融创新业务上的突破。

据介绍，以油气为龙头的大宗能
源产业链商品是海南国际能源交易
中心重点发展和培育的交易品种，成
品油市场全面放开为交易中心提供
了市场机遇。通过与能链的深入合
作，依托其上游采购整合需求和下
游加油站的成品油消费需求为基
础，创新供应链模式，整合成品油消
费链条企业入市交易中心，扩大海
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成品油的交易
规模和影响力。

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是海南自

贸港重点推进组建的“六大交易场所”
之一，由山东能源集团（原兖矿集团）、
华能集团和国电投集团三家世界500
强企业联合发起设立。海南国际能源
交易中心也是我省唯一拥有能源牌照
的国际化交易平台，截至2021年 4
月，入市企业达到747家，平台交易额
达到1832亿元。

未来，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将
充分发挥平台集聚优势，陆续完成海
南国际能源产业协会、海南国际能源
产业基金和海南自贸港跨境贸易结算
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国际能源合
作和离岸贸易等活动。

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完成首单成品油供应链金融业务

业务金额合计2200万元

本报三亚5月20日电（记者黄
媛艳）首个外国驻三亚商务联络处
——欧洲中国总商会（意大利）中国三
亚商务处5月20日在三亚揭牌成立，
同时三亚与多家第三方招商机构签
约，不断拓宽精准招商的渠道。

三亚市投资促进局与第三方招商
机构——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亚太旅联（海南）投资有限公
司进行签约，第三方招商机构将在授
权范围内进行相关政策的宣传、解读、
推介投资资源等；并协助招商部门与
投资方直接联系，发挥协助企业考察
和深入沟通洽谈、签订具体合作协议
等中介作用，将相关投资人、项目和企
业引入、引荐到三亚，积极促成企业进

行实质性投资。
据悉，目前三亚已与20余家外资

企业和机构对接，囊括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专业服务机构、国际组织等多产
业领域和组织机构，并同欧洲中国总
商会、Extreme（极限）国际有限公
司、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首个外国驻三亚商务联络处揭牌

海口对交通运输执法
领域突出问题进行整治
治理和杜绝乱罚款、滥收费等问题

本报海口5月20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王
南）从5月起，海口将持续开展为期半年的交通运
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5月20日从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
港航行政执法支队获悉的。

据了解，在此次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行动中，海口将坚决治理和杜绝交通运
输领域乱罚款、滥收费、任性检查问题，对于发现
的执法不规范等尚不构成行政处分的问题，将采
取约谈、通报批评、下发整改建议书等方式，责令
相关科室、大队和人员限期整改；对于发现的涉嫌
以权谋私、失职渎职、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问题
线索，按照有关规定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
依法进行处置。

该支队还将组织开展作风整顿，逐一列出清
单，做到即查即改、边查边改、真查真改；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执法大调研、大
走访活动，与企业、群众互访交流，帮助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依法经营，引导市场主体守
法经营，降低法律风险。

本报洋浦5月20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
员符智）5月20日上午，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保税港区4号标准
厂房的中质猎鹰智能检测技术研发与应用基地项目建成投产，开
创了洋浦智能制造中气爆震源设备、地震传感器制造产业的先
河，对于洋浦优化和丰富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中质猎鹰项目主要开展气爆震源设备、地震传感
器、安防智能监测系统等生产及研发业务，正常营运后可实现
业务收入5000万元。项目于今年1月13日开工，仅用4个多
月就建成开业。

据介绍，海南经济特区中质猎鹰智能勘测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方向主要为智能勘测产品制造、高端智能软件开发、高新
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智能产教融合等。围绕新型高能环保
气爆震源技术、智能化数据采集、实时监测及新能源技术等，
形成了完整的产品和技术产业链。此外，在中质猎鹰此次投
资项目中生产的高能环保气爆人工震源设备为全球首创，并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广泛应用于油气矿藏勘探、煤田地
矿勘探等领域。目前该公司与三亚深海研究所合作多年，为
其提供定制化生产，另外与怀中石化联合开展城市地下空间
勘探，参与页岩气开采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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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首个24小时
“无人车管所”启用
可全天候自助办理车驾管业务

本报定城5月20日电（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罗健超）5月19日，定安首个24小时“无人车管
所”投入使用。这是该县为深化落实公安部“放管
服”改革，方便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和处理交通违
法业务的又一新举措。

20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位于定安县公安
局信访办公室旁的24小时“无人车管所”内看到，
这里配备了两部自助办理机，墙上张贴了机器操
作流程介绍，另有电视循环播放操作指南，让群众
可以轻松办理相关业务。虽然“无人车管所”启用
不久，但现场已有不少群众前来办理业务。

定安居民符致明告诉记者，自己的驾驶证到
期了，需要提交体检表进行换证。“以往这项业
务需要跑去距离我家5公里外的定安政务中心
公安分中心办理，现在自己在‘无人车管所’刷
个身份证就能自助解决，距离近，操作又简单，
非常便捷。”

据了解，目前，24小时“无人车管所”可自助
办理的业务包括补领机动车行车证受理、补领机
动车号牌受理、查询机动车信息、机动车所有人联
系方式变更备案、有效期满换证、损毁换证、遗失
补证、转入换证查询驾驶人信息、机动车驾驶人联
系方式变更备案、违法查询、违法缴费、非本人机
动车备案。

洋浦自去年6月1日以来
近百家航运企业进驻

新增注册船舶107 艘

（28艘为“中国洋浦港”国际船舶）

总载重吨达535万吨

今年一季度

水运货运量2875.48万吨

同比增长525.32%

货物周转量达2022.39亿吨公里

增长约25.4 倍

形成增加值约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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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位于洋浦保税港区玉玲珑高端旅游消费品店，顾客在挑选
商品。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口江东新区1.5级企业港项目（一期）目前陆续投入使用，有21
家知名建筑设计类企业集中签署意向进驻。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洋浦中质猎鹰项目建成投产
主要开展地震传感器等生产及研发业务

我省评定
8家椰级乡村旅游点

本报海口5月20日讯（记者赵优）万宁市兴
隆神龟山庄（华侨农场57队）等8家乡村旅游点
获评椰级乡村旅游点。这是海南日报记者5月
20日从省旅文厅获悉的。

依据《海南省乡村旅游点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及管理办法，省旅文厅组织旅游专家组对万宁市
兴隆神龟山庄（华侨农场57队）等8家创建椰级
乡村旅游点单位进行了评定。

经过7个工作日的公示，最终万宁市兴隆神龟
山庄（华侨农场57队）、临高县东英镇头洋·海堂渔
耕文化乡村旅游点（和新村）被评为五椰级乡村旅
游点，儋州市中和镇玉蕊花公园（七里村）、万宁市
山根镇排溪椰林渔舍（排溪村）、万宁市兴隆隆苑咖
啡庄园（兴隆农场30队）、万宁市万城镇万宁乡土
文化旅游点（溪边村）、东方市东河镇汇利黄花梨庄
园（金炳村）、临高县博厚镇金牌湾小渔村乡村旅游
点（文朝村）被评为四椰级乡村旅游点。

◀上接A01版
为切实做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重大风险防

控，近期，省委在省委自由贸易港工作委员会增设
思想作风懈怠风险防控专项工作组，负责组织推
进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领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
作。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思想
作风懈怠风险防控专项工作实施方案》。

李军指出，防范化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
可能存在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领域风险意义
深远、责任重大。专项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有关
指示要求，把防范化解思想作风懈怠风险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实抓好。要切实履行好工
作职责，省直机关工委要发挥好牵头抓总、统筹
协调作用，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种好“责
任田”，特别是要抓实各级党委、部门党组（党
委）书记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落实。要切实提升
应对风险的能力，完善应对机制，坚持抓早抓
小，及时发现、准确研判、妥善处理，把风险、危
机消灭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进一步修改完
善实施方案，对近年来思想作风领域的突出问题
和典型案例进行梳理总结，明晰范围、精准画
像，确保风险防控精准有效。要建立典型案例通
报制度，强化对全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
警示教育。

徐启方从深化认识、明确职责、强化应对等方
面就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海南自由贸易港思想作风懈怠风险
防控专项工作组召开第一次会议

企业入驻

精品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