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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商务厅获
悉，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以下简称“单一窗口”）初步建设阶
段项目已通过验收。目前，“单一窗
口”已实现国家标准版16项功能应
用落地，同时已上线并推广了17项
本地特色应用。

根据我省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
相关规定，省大数据管理局组织邀请

专家对“单一窗口”初步建设阶段项
目进行验收评审。在验收评审会上，
参会专家先后听取项目建设单位省
商务厅（口岸办）、项目承建单位及项
目监理单位的汇报，现场观看系统演
示，审阅验收文档，并对系统功能点
进行核验。经过质询和讨论，专家组
认为项目建设单位完成了项目批复
文件、招投标文件、合同约定的建设
内容，功能和性能指标及相关测评结

果符合要求，验收文档基本完整，一
致同意项目通过验收。

据了解，省商务厅按照“成熟一
个功能，就推广一项应用”的建设思
路，同步推进“单一窗口”的建设和应
用。目前，“单一窗口”在实现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国家标准版16项应用
功能落地的基础上，新增设了洋浦公
共信息服务平台、进口“零关税”原辅
料申报、进口“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

艇企业资格申报、进口“零关税”自用
生产设备企业资格申报、离岛免税、
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等17项海南
特色应用。累计实现货物申报15.7
万余单、舱单申报约66万单、运输工
具申报约18万单，货物申报、舱单申
报、运输工具申报等三大主要申报业
务应用率保持100%，企业用户数达
3522家，为我省进一步提高跨境贸
易便利化水平打下基础。

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初步建设阶段项目通过验收

16项国标功能应用落地

本省新闻 2021年6月25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罗安明 美编：陈海冰 检校：张媚 原中倩A04 综合

■■■■■ ■■■■■ ■■■■■

法国欧瑞泽基金及旗下多家公司来琼考察

希望在海南打造
一体化投资平台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王培琳）6月24日，
结束在海南的4天考察之行后，法国欧瑞泽基金集
团董事总经理兼亚太中国区总裁陈永岚表示，此行
收获颇丰，在很多具体领域与海南有关方面达成了
合作意向，希望可以尽快在海南落地合作项目。

6月21日至24日，陈永岚带领欧瑞泽亚太办
公室管理团队及旗下多家在华布局业务的企业高
层在琼考察，在海口、三亚寻求项目合作。

陈永岚介绍，此次来琼考察的几家企业都有
在琼投资的意向。其中，荷兰眼科研究中心与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有合作空间，其他几
家退税、消费、知识产权管理等领域的头部企
业，也希望在海南投资落地相关项目，助力海南
自贸港建设。

考察结束后，考察团形成了一致意见，企业在
海南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陈永岚表示，希望在海
南打造一体化投资平台，借助全球投资网络为境
内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开辟通道。

据悉，欧瑞泽基金集团是一个有140年历史的
投资集团。总部位于法国巴黎，其基金管理规模为
227亿欧元，目前在全球11个国家覆盖430多家
被投企业。

三亚今年计划引进
500名高层次人才

本报三亚6月24日电（记者黄媛艳）海南日
报记者6月24日从三亚市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获悉，该市将启动科技创新人才“陆海空”工
程、旅游产业人才“领航工程”、乡村人才开发“振
兴工程”培育工程，首批重点培养各类人才200
名，计划今年引进500名高层次人才。

聚焦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重
点领域、重点产业，三亚探索建立“平台+资本+市
场”的社会化引才模式，灵活开展“直播带岗”“云
聘会”等线上招聘活动，在产业招商、旅游推介中
加入人才板块进行“双招双引”，力争实现今年引
进500名高层次人才的目标。

同时，三亚鼓励用人单位采取海外离岸创新创
业、项目合作、“飞地引才”、短期聘用等柔性方式引
进急需紧缺人才、特殊人才，充分发挥“候鸟”人才的
作用，力争实现今年引进500名柔性人才的目标。

为实现今年引进50名国际人才的目标，三亚鼓
励用人单位采取猎头引才、赴境外引才等方式引进
国际人才，允许外国高层次人才按规定兼职工作或
离岗创业，扩大国际人才享受R字签证待遇范围，将
开辟国际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允许外国高层次
人才依托市内企事业单位领衔实施科技计划项目，
对国际人才办理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许可实行

“容缺承诺+失信惩戒”制度，加快建立人才移民服
务中心，规划建设具有三亚特色的国际人才社区。

6月23日，俯瞰拆掉脚手架后的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造型很像一艘船。
目前，该项目顶部施工已接近尾声，预计今年12月底竣工交付。据了解，五源河文体中心由“一场八馆”组

成，目前“一场”——体育场已建成投入使用，“八馆”——体育馆、游泳馆、网球馆、展览馆、音乐厅、博物馆、图书
馆、科技馆正在规划建设中。二期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体育馆、游泳馆和网球馆。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

形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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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组建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专家库
212名专家拟入库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省
生态环境厅发布212名拟纳入我省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专家库的专家名单，向社会进行公示。此举
旨在充分发挥专家智力优势和技术优势，切实服
务生态环境安全。

212名拟入库专家，经筛选审核产生。我省
组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库，是为了加强环境
应急管理，更合理有效利用专家资源，发挥环境应
急专家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和环境应急管理
咨询等工作中的作用。

海南省环境应急专家信息表显示，上述212
名专家主要来自省内的有关职能部门、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监测单位、专业企业等单位，大部分有
高级职称。212名专家从事的专业领域有：应急
管理、环境医学、卫生和饮用水安全、环境监测、生
态科学、生物学、化学、营养与食品卫生、辐射污染
防治等。这些专家具备较高专业理论水平和丰富
实际工作经验，必要时可从多学科层面为突发环
境事件处置提供科学决策建议。

本报讯 （记者邵长春）为了规
范对出岛货物的查验，有效防控“零
关税”进境商品走私风险，维护市场
秩序，保护市场公平竞争，近日，省
交通运输厅就《海南省出岛货物查
验和走私风险防控办法（草案初
稿）》（以下简称《办法》）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办法》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应
当支持和配合做好出岛货物查验和走
私防控工作，不得干预或阻挠出岛货

物的查验和走私防控工作。承运人不
得通过非海关监管区的滚装客船轮渡
港口承运“零关税”进境商品。

对通过非海关监管区的海口秀
英、新海、粤海铁南港三个滚装客船轮
渡港口利用货车运输出岛的货物查验
和走私风险防控适用《办法》。省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根据省政府的授权，设
置省级交通规费征稽机构为出岛货物
查验机构，具体负责港口出岛货物查
验工作，该机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

置查验站点和查验岗位。
根据《办法》，交通、海关、公安等

部门应当建立联合协同的执法机制
并派遣执法人员在港口统一执法，确
保出岛货物快速查验及办理涉嫌走
私案件。

港口经营企业应当履行对出岛货
物的实名验视、检查等职责，从运输源
头防范“零关税”进境商品违规出岛。

查验和走私风险防控应当遵循公
正、高效、便民、安全原则，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出岛货物数据和信息应当互联、
共享，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技术，提高查验和走私风险防
控工作的水平，实现对“零关税”进境
商品的有效管理。省政府统筹建设物
流监管平台。查验机构对货物的查验
应当与港口经营企业的检查等工作同
步开展，相同事项内容不得重复查验
或检查，不得增加驾驶员或承运人的

负担。
查验实行设备扫描检测为主，人

工检验为辅的方式。邮政企业应当履
行对寄递运输出岛的货物实名验视、
检查等职责；禁止通过寄递方式将“零
关税”进境商品运输出岛。查验机构
不得对邮政管理部门监督管理的寄递
货物进行重复查验。当事人拒绝配合
现场执法，在有见证人的情况下，查验
机构可以径行对货物进行查验，并制
作现场查验记录。

海南就出岛货物查验和走私风险防控办法征求意见

严防“零关税”进境商品自港口走私出岛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近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嘉洋路
新材料产业园东方雨虹项目工地，一
台吊车正吊起一根长长的钢梁，然后
慢慢放在高处的两根钢柱上。海南
日报记者看到，已有10多根钢柱安
装在基座上。“我们正在安装仓库的
钢构件，下周开始安装厂房的钢构
件。”该项目施工负责人喻飞说，工人
们正在加紧施工，为7月份生产设备
进场安装创造条件。

东方雨虹洋浦新材料项目占地
180 亩，计划总投资近 10 亿元，一
期建设内容包括年产2040万平方

米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年产
2万吨防水涂料生产线和年产10万
吨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产品生产
线。二期计划建设绿色新材料研发
中心、新材料进出口集散中心项目，
扩大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防水涂料
产能，新增聚氨酯或其他建材类产
品产能。

“从 4 月 18 日开始土方施工，
到近期开始安装钢构件，施工的进
程还是比较快的。”喻飞说，按照计
划，项目将于今年 9 月底建成投
产。公司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加快
施工进度，目前进场的施工人员有
140多人，整个项目的工程量已完
成约35%。

我省“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
“将洋浦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千亿级石化产业基地和油品自由
贸易港区。”洋浦按照省委、省政府
提出的“打造自贸港建设先行区示
范区、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目
标要求和做好“基地、通道、平台”三
篇文章的工作部署，主动融入新发
展格局，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
交汇点，聚焦新材料、新能源、新技
术、新贸易、新消费、新通道等“六
新”产业，谋划发展绿色石化新材
料、港航物流、商贸服务（国际贸
易）、健康食品、高端旅游消费品制
造等核心产业，积极打造三个千亿
级、三个超百亿级和若干个高新技

术产业集群。
为此，洋浦专门设立了石化新材

料产业园，并进行精准招商。目前，
已引进包括中科启程、中石化仪征化
纤、金发科技、道恩集团、恒河新材
料、巴陵石化、东方雨虹等7家企业，
加快建设新材料产业链相关项目，打
造炼油、烯烃、芳烃“三路并行”的绿
色油气全产业链基地。

洋浦经济发展局局长张勇军介
绍，近年来，洋浦通过精准招商，引进
了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环
保水平的项目，包括石化新材料在内
的高新技术产业呈现“多点开花”的
发展局面。

（本报洋浦6月24日电）

聚集“六新”产业，成立石化新材料产业园并进行精准招商

洋浦:高新技术产业“多点开花”

“寻城趣·走进海口+”
旅游推介会在成都举办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6月 24日
晚，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主办的“寻城趣·走进海口+”——
2021年海口综合旅游推介会在四川
省成都市举办，海口、成都两地文旅企
业的120余名代表参加了活动。

当晚，推介会以“文旅产品推介+
座谈会”的方式举行，主持人详细介绍
了海口的南洋文化、研学基地、地道美
食、免税购物资源等。

海口、成都两地的旅游企业还就
海口一地旅游“组合”产品上架铺陈合
作进行了签约。海口一地旅游“组合”
产品由海口市旅文局根据暑期出游高
峰及岛内外游客出游周期的特点，携
手各涉旅企业谋划并联合推出，产品
线路可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全方位
展现海口的独特魅力。

在推介会现场，两地文旅企业热
络交流。多家成都旅游企业负责人表
示，通过此次推介会，进一步了解了海
口的文旅资源及相关配套设施，将把
海口一地旅游“组合”产品尽快推向市
场，实现成都与海口文旅资源互补、品
牌互推、客源互送。

本报三亚 6月 24日电（记者李
艳玫）随着暑期来临，亲子旅游、研
学旅游热度不断升高。6月 24日，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发布“童趣三亚·
全家登岛”全新旅游推广主题，并举
办亲子研学旅行论坛，通过主旨演
讲、产品洽谈会等方式，全力推介三
亚亲子游和研学游产品，掘金暑期
旅游市场。

在论坛上，三亚市旅游推广局、景
域驴妈妈联合发布《2021三亚亲子旅
游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基于
驴妈妈旅游国内亲子游销售数据，对
2020年6月至2021年5月亲子旅游
市场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分析
及预测。

《报告》指出，国内亲子游市场规
模逐年扩大，今年将是二胎家庭出游

“爆点”，未来每年将保持30%左右的
增速。三亚作为国内热门亲子旅游目
的地，多年累积打造出以“酒店＋机
票”为核心的家庭亲子度假热销产品
超过300种。

今年，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将广泛
联动市场力量，更新和提升亲子旅游、
研学旅游产品，不断满足亲子人群对
高品质旅游的需求，进一步塑造三亚
亲子旅游目的地形象。

活动期间，主办方邀请了5组网
络高人气亲子家庭实地体验三亚亲子
研学旅游产品，带领观众“打卡”三亚
亲子酒店、景区、海岛、乡村等地最新
的亲子旅游项目，并形成旅游线路推
荐给大家。

值得一提的是，三亚市旅游推
广局精准整合“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各类亲子、研学旅游资源，梳理
出一批亮点突出的亲子研学旅游
线路和产品，并在论坛期间举办采
购洽谈会，为资源方和采购商搭建
对接平台。

三亚发布一批
亲子游和研学游产品

邀你“趣”玩三亚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余小
艳 通讯员吴新霞）国家发改委对全
国80个城市2020年营商环境18个
指标进行测评，海口市“开办企业”指
标从2019年的“良好”评价提升到

“优秀”档次，提前一年完成《海口市
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2020—
2025年）》中提出的“到2022年，获
得优良及以上评价”的目标任务。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6月24日从海口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的。
据介绍，近年来，海口市场监管

局把推进注册登记便利化作为优化
营商环境的“发力点”和“先手棋”，与
海口社保局、海口公安局、海口税务
局、海口发改委、海口政务管理局等
部门共同努力、加强协作，按照材料、
环节、时间、费用“四减”要求，全面实
行开办企业全流程便利化审核。

开办企业全流程便利化审核的主

要内容有：打通相关部门业务系统，将
“企业设立、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开
户登记、刻章备案及发票申领”五个业
务环节整合成一个闭环式业务流程；
将开办企业平均用时缩减至1.5天，当
前设立登记1天内办结，社保登记、公
积金开户登记同步“秒批”办结，刻章
送达4小时内办结，发票申领1天内办
结；在率先推行“为新设企业免费赠送
印章”的基础上，全面取消购置税控

盘，免费赠送税控秘钥设备，并在全省
率先提供免费线上邮政寄递服务，企
业开办实现“零费用”和“零跑腿”；除
企业可通过手机申报外，海口市场监
管局开发了注册员手机APP自动办
公软件“随时审”“掌上办”功能，实现
全天候弹性办公，并在政务大厅、银行
网点、市场监管所等办事场所放置商
事登记自助机，方便市场主体自助办
理并领取营业执照。

2020年“开办企业”指标获国家发改委考评“优秀”

海口:开办企业平均用时压缩至1.5天

6月24日，小朋友在三亚海棠湾民
生威斯汀度假酒店体验制作冰激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关注暑期旅游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