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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营商环境相关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可通过以下渠道反映
1.海南省人民政府官网“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

2.微信公众号“海南省政府网”-政民互动-营商问题线索

3.微信小程序“海南营商环境”

4.“码上办事”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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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李磊）8
月9日，省长冯飞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调研口岸疫情防控工作，并现场召开座
谈会，部署下一步工作，要求围绕当前防
输入、防扩散重点领域，进一步强化疫情
防控措施，坚决守好口岸疫情防控关口。

冯飞来到国际货运保障人员集中居
住点、国际保障机坪和国际货站、国内到
达厅等地，调研重点区域疫情防控、问题

整改以及进港旅客查验点分流分检等情
况，并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座谈会上，海口市、海航集团及省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相
关工作组汇报了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
况、口岸疫情防控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
作安排，与会人员讨论交流。

冯飞指出，要坚决防止疫情输入传播
扩散，精准研判疫情风险，高效推进流调

溯源工作，扩大流调范围。要进一步梳理
完善督导决策机制，压实“四方责任”，做
到信息共享、统一指挥，守好机场等重要
关口。要快速有效开展跨区域协查工
作，对防控工作再复盘，加大整改力度。
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做好分析研判，在落实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王路、倪强参加。

冯飞在美兰机场调研口岸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

坚决守好口岸疫情防控关口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我们正利用‘零关税’政策开展游
艇进口业务。得益于自贸港建设，我们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前景十分看好。”8月9
日，海南法林国际游艇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林明昆向海南日报记者表示。

林明昆曾受聘于三亚鸿洲游艇会、
陵水清水湾游艇会，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机遇，让他决定“单干”，并于2020年8
月在海口成立法林游艇公司，开展游艇
销售、咨询服务等综合业务。“自贸港的
交通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企业和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都是企业能利用的
好政策，海南游艇产业的发展前景广
阔。”林明昆说。

看好海南自贸港的远不止法林游艇

公司。
中旅集团设立4个子公司、全球最

大潜水服务机构PADI落户三亚并计划
设立海南区域总部、德国种业企业科沃
施在海南设立子公司推进种业业务……
自去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发布以来，海南市场主体数量实现
迅猛增长。

统计显示，去年6月至今年6月，海南
新增市场主体共计42.8万户，环比增长
52.31%；其中新增企业约20万户，环比增
幅达到136.73%。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
市场主体19.1万户，同比增幅达69.23%。

日前，全球知名钻石珠宝品牌戴比
尔斯在海口设立子公司，推进戴比尔斯
永恒印记海南自贸港运营中心项目，在
海南建设其亚太供应链中心。“海南自贸

港便利的通关条件、含进口料件加工增
值超30%的货物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
税的政策吸引了我们。”戴比尔斯永恒印
记全球业务转型副总裁吴峰表示，未来
戴比尔斯将把钻石珠宝加工制造环节落
地海南，成品供应整个亚太地区。

统计也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新设
立外商投资企业979家，比2019年同期
增长500.61%，同比增长384.65%，新设
外资企业数量接近去年全年（100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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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希望借助海南自贸港在政策、产业等方面
的优势，深耕中国市场。”今年6月，美国芳
香护理和精油企业多特瑞公司在海南注
册成立海南逸欧科技有限公司，多特瑞中
国总裁麦欧文如此展望。 下转A02版▶

去年6月至今年6月，海南新增市场主体共计42.8万户

自贸港建设增强投资吸引力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经省政府同
意，省政府办公厅近日正式印发《海南省
属国资国企“十四五”发展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提出到2025年省属国资规
模和效益要实现跨越式增长，省属国企
资产总额翻两番、超过8500亿元，营业
收入达到2000亿元。同时，省属国资国
企要新培育10家上市公司，3家至5家
资产规模过千亿的大企业、大集团，2家
企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

《规划》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推动国
有资本向海南自由贸易港主导产业布局，
积极布局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
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延伸上下游
产业链。同时，推动国有资本向基础设
施领域，以及公共服务、民生公益领域布

局，主动承担政府重大战略任务，加大国
有资本对民生公益事业的投入力度。

根据《规划》，我省要加快构建并形
成三类省属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新格
局。一是聚焦海南优势产业、未来产业
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提升海南发控、海
垦控股等省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主体的
投资引导和资本运作能力。二是聚焦旅
游、交通、机场、建筑、保障房、水务、现代
物流、开发区等行业领域，推动省和市县
国有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交叉持股、项目
合作等方式，整合打造一批省级龙头产
业集团。三是围绕通用航空、咨询设计、
智慧环保、新型建材、产权交易、资产管
理、数据服务、海洋渔业、粮油食品、“菜
篮子”等行业领域，培育一批专业化特色

企业。
《规划》提出，要加快推进交通、水务

水利、开发区、渔港等领域投融资体制改
革，加快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
管。加快清退非主营业务、非优势业务，
处置低效、无效资产，优化国有企业土地
资源配置，加快国有企业土地资源资产
资本化，构建多元融资体系。

同时，省国资委将持续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完善企业治理机制，推进混合所
有制改革，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并在

“十四五”时期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
监管体制，构建“全省一盘棋”国资监管
大格局。同时完善分类监管，实施“一企
一策”授权放权，加大重点领域监督力
度，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海南省属国资国企“十四五”发展规划》印发

到2025年省属国企资产总额翻两番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省发展改革
委近日出台《海南省支持电动汽车换电
站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
《意见》）并指出，我省将重点在海口、三
亚、儋州、洋浦、琼海、万宁等区域开展试
点工作，其他市县也可根据市场需求，开
展试点工作。

换电模式是电动汽车发展的技术路
线之一。国务院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明确加
强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开展换电
模式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强调鼓励企
业根据使用场景研发换电模式车型，支

持北京、海南开展试点工作。
《意见》明确，将按照“企业为主、政

府支持”的总体原则，合理布局、突出重
点、适度发展，初步构建全省电动汽车换
电服务网络，形成换电模式成为充电模
式补充的良性发展生态，促进我省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战略实施。

我省将重点在环岛旅游公路驿站、
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车站、港口、机
场等场所，以及在出租车、网约车、公交
车、客运班车、中重型商用车等应用领域
开展试点。

政策支持方面，《意见》指出，我省将

给予换电站建设补贴。对服务于重型车
辆、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城际客
车、旅游班线等换电模式重点应用领域，
于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期间建成投运，通过验收且接入省级平
台监管的换电站，将一次性给予项目设
备投资额15%的建设补贴。换电站的建
设补贴为一次性补贴，不得重复申领。

各市县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提
高补贴标准，推动换电产业的发展。交
通运输部门也可重点围绕重型车辆、公
交车、省内班线客车等换电模式重点应
用领域，研究提出奖补措施。

《海南省支持电动汽车换电站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出台

我省多地将开展电动汽车换电站建设试点

本报海口8月 9日讯 （记者计思
佳）8月9日，海口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对两例
确诊病例最新应对处置情况进行通报。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海口确诊病
例林某某感染病毒初步判定源自美兰机
场俄罗斯入境货运航班。此外，8月5日
至8日，海口全市核酸采集达53.36万
人，除两名确诊病例外，其他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

据介绍，8月1日至8月8日，海口
市共报告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
增确诊病例，确诊病例目前正在海南省
人民医院积极治疗，情况稳定。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对海南医学院
出具的基因测序结果分析和比对，海
口市第二例确诊病例林某某感染的病
毒，与近期我国各地本土病例、输入病
例和全球共享基因库、数据库、新冠病
毒基因库同源性低，可初步判定其感
染的病毒源自美兰机场俄罗斯入境货
运航班。

会上通报，截至8月8日晚，确诊病
例胡某8名家属前7轮次核酸采样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其他129名密接者核酸
检测情况前7天3轮均为阴性。

解封方面，截至8月8日，龙华区除
南宝花园按照中风险区管理，金广大厦、
头铺菜市场、创业新村11栋、金城一品
A3/4单元、农垦二供6栋1单元等确诊

病例胡某经过的区域和楼栋单元暂未解
封外，其余此前实行封闭或封控管理的
区域已全部解封。

会上还通报，截至8月 8日晚，确
诊病例林某某累计密接人员 227 人
（其中 3人转省疾控中心），在海口市
已核查224人，其中已管控200人，待
核查 24 人；已采样 194 人，待采样 6

人，141人检测结果为阴性，待出结果
53人。

此外，在重点区域核酸检测方面，8
月7日，海口市启动琼山区府城街道、凤
翔街道、龙塘镇，以及美兰区灵山镇等4
个重点区域的核酸检测。截至8月9日
8时，4个重点区域共采样约35.01万人，
结果均为阴性。

林某某感染源初步判定为俄罗斯货运航班
海口核酸采集53.36万人，除确诊病例外均为阴性

8月8日傍晚，俯瞰洋浦经济开发区滨海文化广场，市民们在广场里
散步休闲。该广场的投入使用，进一步满足了广大群众休闲娱乐等需求，
提升洋浦发展软环境。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8月9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移动PCR方舱实验室，检验人员在检测核酸标
本。从8月7日开始，在海口新海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设置的两个移动方舱实验室
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廖浩晟 文/图

优化设施 文化惠民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王培琳
特约记者 袁国华

70年前，一粒为农而生的金融种
子，如同破土而出的稚嫩树苗，开始在海
南扎根成长。

70年后，海南农信也由当年的种子
成长为参天大树：全省设立营业网点
477个、村级金融服务站642个、便民服
务点2569个，服务网络遍及海南城乡，
总资产超过3200亿元，成为全省资产规
模最大、存贷款余额最高、机构网点最
多、金融服务面最广、从业人员最多的地
方性金融机构。

70年来，海南农信牢牢扎根海南、
服务实体、改革创新的实践，正是“扎根

守土、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椰树精神
在金融领域的真实写照，也为新时代将
海南农信打造为自贸港重要金融服务力
量提供了强劲动力。

改革求变
扬鞭砥砺奋进路

时针回拨到上世纪50年代，解放海
南岛的胜利号角还在回响，刚刚翻身得
解放的海南农民按照中央关于合作化运
动的指示，迅速建立和发展起农村信用
合作社。1951年，在当时的琼山县域
内，率先成立了遵谭、椰子头和美蓝等海
南最早的一批农村信用社。

为农服务的金融种子，就此在天涯

宝岛深深扎根，始终坚守在“三农”一线，
为海南百姓提供最基础的金融服务，被
誉为“海南农民自己的银行”。

进入新世纪，农信经营模式渐渐难
以适应经济社会的新变化与新要求，如
何找到一条适合海南农信的发展之路？

2007年8月，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正式挂牌成立，高举改革之旗，从理
顺管理体制入手，全面完成全省19家市
县行社统一法人改革任务，积极推进农
信各级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将党建
写入公司章程。通过改制农商行，进军
新三板，农信法人治理机构得到完善，金
融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综合服务能力
显著提升。

下转A06版▶

海南农信创建70年来，始终坚持服务“三农”、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城乡居民、服务改革开放和自贸港建设——

赓续“三农”初心 深耕自贸沃土

我省发布《海南省新冠
肺炎中医药预防建议方案》

给您一份
中医药预防建议

伟大的征程 不朽的史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巡礼

（A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