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个市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全省的85.3%

截至今年6月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占比较高的市县为

三亚

8.29%
陵水

6.88%
海口

5.24%
白沙

5.11%

7月9日，在三亚市大东海景区海滨，游客在戏水游玩。暑期到来，带
着孩子到海边游玩成为众多家长的选择。 本报记者 武威 摄到海边“清凉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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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让孩子们都生活在
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
——习近平抓生态保护的故事

（A05版）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邵长
春）海南日报记者7月10日从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获悉，截至6月底，今年我
省已推广新能源汽车1.64万辆，占年
度计划65.62%。

同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
8.15万辆，占全省汽车保有量5.09%，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6%）1.5倍。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新能
源汽车推广工作，并将其作为海南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先导性

项目强力推进。据悉，自2019年《海南
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颁布实施以来，我省汽车清洁
能源化进程明显提速。“十三五”期间，
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总量近6.23万辆，
超额完成“十三五”3万辆的推广任务。

省工信厅新能源汽车发展与监察
处负责人表示，我省已基本实现了《规
划》第一阶段目标。

今年我省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促
消费奖励政策，并持续开展“新能源汽车

下乡”等一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对全省新
能源汽车推广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同时，我省按照“车桩相伴、适度
超前”的布局建设原则，稳步推进全省
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基本
可满足新能源汽车环岛出行条件，今
年还将实现80%以上的高速公路服务
区具备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能力。我省
还积极探索新能源汽车“换电”发展模
式，争取到国家工信部支持海南开展
换电模式试点应用。

今年上半年我省推广新能源汽车1.64万辆
保有量达8.15万辆，占比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倍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苏
伟）为提高省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区
块链技术认知水平，了解海南省政务
区块链平台建设情况，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会同省大数据管理局近日在澄迈
县举办2021年度海南省区块链技术
应用推广培训班。

培训邀请了国内4位知名区块链
领域专家，围绕解读相关技术文件，介
绍区块链发展历程、技术特点，分析区
块链解决传统互联网部分痛点案例，
宣传我省政务区块链平台和可信交换

平台等，以培养政府部门相关工作人
员区块链技术理念和思维方式，培育
打造“链上海南”区块链产业生态，创
建海南国家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
展基地。

据介绍，海南已建成省政务区块
链基础平台，“码上办事”等若干政务
服务相关系统已正式上链应用。下一
步，我省将加大应用推广力度，加快推
动“政务服务+区块链”更多应用场景
落地，特别是政府数据开发和共享、
业务协同、政务服务、数据交易、智慧

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示范应用，加速推
进智慧海南建设，推动数据安全有序
流动。

区块链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
组成部分，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海南区块链产业发展，2018年就
提早谋划，授牌海南生态软件园建设
全国首个区块链实验区；去年省工信
厅出台针对性的10项措施，培育打造
海南区块链产业生态；今年初又组织
开展区块链应用示范揭榜活动，推动
优秀案例在海南开展示范应用。

我省加大区块链技术应用推广力度

创建海南国家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基地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若是语言不通的外国人来到海南，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更便捷地“找
到北”？在海口生活的美国人埃琳娜看
来，规范的外语标识牌是一种好办法。

“ 医 保 办 ，Medical Insurance
Office。”日前，在海南省肿瘤医院，埃琳
娜发现英语标识标牌随处可见，这对于
中文不是很好的她来说，不仅便利就医，
也让她感受到海南对外国人越来越友好
开放的态度。

根据省委外办最新披露的信息，自
去年4月全省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规
范建设工作启动以来，省委外办牵头并
统筹推动全省18个市县及洋浦经济开
发区进行交通、旅文、教育、医疗卫生、城
乡公共服务设施等5大重点领域的外语

标识标牌规范建设工作稳步开展。截至
今年6月底，该项工作已基本完成，我省
实现以上重点领域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
牌规范建设全省覆盖。

高位推动 全省“一盘棋”

“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国际社会对
海南的关注度和期待度在不断提升，外国
驻华使领馆人员来访规模、频率和热度持
续保持‘高温’态势，越来越多外籍人士来
琼考察投资、交流学习、旅行度假，海南国
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省委外办主任王胜
表示，这就要求海南要打造国际化的语言
软环境，擦亮自贸港“门面招牌”。

然而多年来，在外语标识标牌规范
建设方面，我省缺乏有力的统筹协调机
制和管理机制，也缺少符合地方需求、统

一的公共场所标识标牌英文译写地方标
准，工作基础较薄弱，难以匹配自贸港建
设的发展需要。对此，海南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

王胜介绍，去年4月，我省成立了海
南省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工
作联席会议机制，由省长担任总召集人、5
位副省长担任副召集人，20个省直相关部
门、18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为成员单
位，本着“全岛一盘棋，全省同城化”的理
念，共同推进全省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
规范建设工作。各市县内部也成立相应
的联席会议机制，与省级联席会议机制衔
接，由省级部门统一部署，市县履行建设
主体责任，形成上下协调、纵横联动的工
作格局。我省也是全国首个从省级层面
统一推进各市县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
规范建设工作的省份。 下转A04版▶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李磊）
7月10日上午，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
班组长、省长冯飞主持召开工作专班第
三次会议，听取我省近期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推进情况汇报，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会议听取了近期全省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推进情况、政府数字化转型总体方案
及相关平台建设情况、惠企政策兑现服务
平台建设推进情况、“准入即准营”改革工

作推进情况等内容汇报，与会人员观摩相
关平台系统演示并进行交流发言。

冯飞要求，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把各
项重点工作落细落实，政府数字化转型
和平台建设要突出部门协同和流程再
造，实现数据共享，做到统分结合，责任
明确；惠企政策兑现平台建设要结合自
贸港政策，完善兑现功能，加强信用体系
建设；“准入即准营”改革要推进相关立

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争取突破性进
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在全
链条服务企业发展、“准入即准营”改革、
构筑一体化的国土空间开发管理平台、
打造与自贸港相适应的内外资一致营商
环境、基于信用管理的有效事中事后监
管、数字化平台的服务与监管一体等方
面做出亮点。

沈丹阳、冯忠华、倪强出席。

冯飞主持召开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第三次会议要求

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各项重点工作落细落实

■ 本报记者 昂颖

“海南的就业环境真不错，人才政策
也很给力，我想将人生事业的起步点选在
这里。”近日，南阳理工学院毕业生高航从
岛外乘飞机来海口参加面试，青年（人才）
筑梦驿站成了他的首站“落脚点”。

就在数天前，当得知海南有筑梦驿
站后，高航便在“海南自贸港国兴筑梦大
道”微信公众号上申请入住，很快被告知
可免费住进海口赛仑吉地大酒店驿站。
本以为免费住宿的条件可能一般，但进
了房间后他颇为欣喜：“环境很舒适，有

独立卫浴，还提供一次性的洗漱用品。”
作为我省首个青少年服务综合性公

益平台“海南自贸港国兴筑梦大道”的重
点项目之一，青年（人才）筑梦驿站自6
月19日运营以来，已成为外地青年来琼
求职的温暖港湾。首批15家筑梦驿站
分布在海口、三亚、文昌、澄迈、琼海、屯
昌、白沙、陵水8个市县，提供的床位超
过300个。

聚合力 打造服务新平台

“近期我一直在海口找工作，如果不

是入住了驿站，恐怕要多花不少钱呢。”
筑梦驿站，让琼海籍青年司南找到了家
的感觉，“住的地方就在企业集群附近，
紧邻公交站，交通便捷。当地团委的工
作人员很贴心，把我拉进了驿站站友微
信群，及时将求职就业资讯、人才政策解
读等信息提供给我。”

畅通青年成长通道，满足青年发展
需求，正是“海南自贸港国兴筑梦大道”
建设的初衷。2021年，团省委依托“海
南自贸港国兴筑梦大道”平台，精准服务
青年人才就业创业需求，积极整合全省
公寓、酒店等资源， 下转A04版▶

我省创新打造首个青少年服务公益平台——“海南自贸港国兴筑梦大道”

共建大平台 共筑青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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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海口金融中心项目进入幕墙安装阶段，预计在明年1月可实现项
目整体竣工。该项目总投资15亿元，总占地面积超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79752.01平方米。今年4月，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整体幕墙安装工程预计
在10月底前完成。 图/本报记者 封烁 文/本报记者 张期望

海口金融中心项目
预计明年1月竣工

注：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是
指除了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投
资及房地产开发投资之外的投资。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蔡展能）今年1月至5月，全
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一步提高，完
成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 22.8%，较
2019年同期增长27.2%，两年平均增
长12.8%。其中，5月全省固定资产完
成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23.6%，较4月
份环比增长14.2%。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7月10日从省统计局了解到的。

前5月，全省项目投资稳中有升，
投资运行呈现诸多特点：

非房投资进一步加快，投资结构
优化向好。1月至5月，全省非房投资
较去年同期增长22.7%，较2019年同
期增长46.2%，两年平均增长20.9%。
非房投资占全省投资的比重较1月至

4月提高1.1个百分点。
制造业、金融业积极助力，产业投

资增速提升。1月至5月，全省产业投
资（不含房地产开发）较去年同期增长
40.7%，高出全省投资17.9个百分点；
较2019年同期增长95.2%，两年平均
增长39.7%；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开
发）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28.6%，占比
较去年同期提高3.6个百分点。

其中，部分行业增长显著，对拉
动产业投资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1
月至5月，制造业投资增长137.4%，
拉动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开发）增
长16.4个百分点；金融业投资实现跨
越式增长，拉动产业投资增长13.6个
百分点。

市场主体活力激发，民间投资发
展向好。1月至5月，全省民间投资较
去年同期增长16.8%，较2019年同期
增长11.9%，两年平均增长5.8%。民
间投资对促进全省投资增长发挥了重
要作用。如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民间投资增长147.1%，占比较
去年同期提高8.3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投资加大，洋浦经济开
发区继续领跑全省。19个市县（开发
区）中，洋浦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
372.7%，增速继续位列第一。

前5月全省项目投资稳步提速
固定资产完成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22.8%

海南实现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全省覆盖

自贸港“招牌”更有国际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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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 18个市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

进行交通、旅文、教育、医疗卫生、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等5大重点领域

开展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工作

全省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

规范建设工作去年4月启动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9月启幕

关注东京奥运会

中国第一批运动员抵达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