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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 29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李鹏）今年以来，海南跨境服务贸
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进出口额同比实
现大幅增长，其中跨境交付模式占比超
过九成。这是海南日报记者8月29日
从省商务厅获悉的。

据统计，今年1月至7月，全省服务
进出口156.53亿元，同比增长68.47%。
其中，进口111.03亿元，增长68.96%；出
口45.50亿元，增长67.30%。从板块结
构上看，贸易量位居前三名的板块分别
为电信计算机和信息、运输、知识产权使

用费，合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76.02%。
按照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

有关定义，跨境交付模式、境外消费模式、
自然人移动模式等三种模式统称为跨境
服务贸易。1月至7月，我省跨境服务贸
易中，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三
种模式比重分别为 91.73%、7.99%、
0.27%。跨境交付 143.59 亿元，增长
95.33%，其中进口 101.56 亿元，增长
92.94%，出口42.03亿元，增长101.37%。

今年前7月，我省服务贸易伙伴共
127个，较上半年增加7个。与新加坡、

中国香港、美国、日本、爱尔兰的服务贸
易额占总额的77.66%。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自
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1年版）》已于8月26日
起施行，大大提升了海南服务贸易跨境
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三种模式的
开放程度和便利化水平，有望带动海南
跨境服务贸易加速发展，为全国服务贸
易开放发展探索更多经验。我省采取系
列举措做好负面清单的落地实施工作，
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前7月海南跨境服务贸易大幅增长
跨境交付模式占比超过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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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12日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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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最近一个时期，省委书记沈晓明同志
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在自贸港建设
中把方向、把节奏、有定力，以“功成不必
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
历史担当，保持历史耐心，发扬钉钉子精
神，一张蓝图绘到底。对领导干部来讲，
正确把握“功成”与“我”之间的关系非
常重要，如果把握不好，政绩观就难免
会出现偏差，造成失误。因此，我们要
深化认识，提高干事创业的精神境界和
历史担当。

强调“功成不必在我”，体现了一种
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自贸港建设
要经历一个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客观规律。深圳、浦东分别经历

了40多年、30多年，才有了今天这样的
成果，海南自贸港建设刚拉开序幕，不可
能一蹴而就。然而，有的领导干部热衷
于追求短期的“功成”、近期的“喝彩”，心
态浮躁、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夜之间放
个大卫星”，其结果只能是“欲速不达”走
弯路。“功成不必在我”要求领导干部遵
循自贸港建设的客观规律，不急于求成，
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干好《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已经明确的每一
项工作。强调“功成不必在我”，也体现
了一种甘做铺垫的政绩导向。古往今
来，为官从政者都在意“政绩”二字，这是
担当尽职的自然追求。然而，有的领导
干部好大喜功，只求眼前政绩、不管身后

“洪水滔天”，只重速度、不重质量，只重
发展、不计污染，热衷于搞“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

导不注意”。这样的“政绩”越多，对百姓
福祉损害越大。“功成不必在我”要求领
导干部在自贸港建设中“以造福人民为
最大政绩”，多做让海南老百姓看得见、
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多做打基础、利
长远的好事。强调“功成不必在我”，还
体现了一种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名利
之心人皆有之，这原本无可厚非。然而，
有的领导干部投机取巧，沉溺于追名逐
利，醉心于沽名钓誉，严重者最终堕入腐
败的深渊。“功成不必在我”要求领导干
部在自贸港建设中不贪一时之功、不图
一时之名，只问自己为百姓做过什么、能
为后代留下什么，甘于“自己培土栽树，
后人享荫乘凉”。

强调“功成必定有我”，要义是在
自贸港建设中不能当局外人、不能当

“看客”， 下转A02版▶

在自贸港建设中正确把握“功成”与“我”的关系

8月29日下午的一场雨，让晚
饭后习惯到南圣河两岸散步的五
指山市民张运红有了新发现：曾经
一到下雨天就浑浊泛黄的南圣河
水，在这场雨后依然清澈。

让市民惊喜的变化背后，源于
一场走出机关、走进一线的调研。

南圣河，又称通什水，发源于五
指山市南圣镇毛祥村，流经该市南圣
镇、通什镇、毛道乡、番阳镇等4个乡
镇，是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用水的主
要水源，被誉为当地的“母亲河”，也
是五指山的城市标志和景观河。

自7月以来，五指山市委主要
负责人持续到一线实地走访调研，
调研中发现，南圣河水体一遇强降
雨往往便浑浊泛黄，影响市容市貌
不说，更反映出河道两岸水土流失
的生态环境问题。

为解决这一生态环境堵点问
题，五指山市委调研组主动联系省
水务厅，希望得到技术支持，破解
南圣河水体浑浊问题，改善南圣河
的生态环境。

7月28日，省水务厅派出技术
人员赴五指山市，对南圣河春雷电
站大坝以上的流域开展现状水土
流失情况调查发现，河道两岸生产
建设项目地表扰动，以及支流陡水
河上游建设项目配套的搅拌站、砂
石料加工场洗砂等行为，是导致河
水浑浊的主因。

8月12日，五指山市委调研组
根据调查结果组织该市水务、资
规、交通、林业以及南圣镇政府等
部门负责人，直奔陡水河上游建设
项目现场办公，推动问题整改。

建立联系机制，工作进度报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统
筹协调和系统推进当地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持续
开展常态化执法，准备项目场地复绿……一套整改方案在
现场办公中“出炉”。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8月25日，南圣河沿岸的
环市东路、国际城等建设项目现场均已采取措施防止水土
流失； 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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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 本报记者 刘操 李梦瑶 曾毓慧
贾磊 张文君 周月光

8月27日至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倍感振奋，更添信心
和干劲。大家纷纷表示，要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把中央
各项举措落到实处，不断谱写新时代海
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省民宗委主任邹其国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
内涵丰富，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是党的治
国方略在党的民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

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
新成果，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将组织海南各族干部群众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我们要聚焦当前海
南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科学编
制好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十四五’规
划，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繁荣发展海南
省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养造就适
应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的少数民族干部
队伍，全力办好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推动海南民族工作更好更
快地融入和服务自贸港建设大局，推动
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邹其国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
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
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我对这句话记忆
犹新，因为我有切身感受。万冲镇黎族
同胞虽然身处大山深处，但与全国各民
族一起进步一起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政府派工作队驻村，帮我们修
路、帮我们建房、帮我们发展……使我们
与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过
上幸福的生活。”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
中心小学教师邢源霞说。

邢源霞表示，在未来工作中，自己将
向学生、向家长、向村民宣讲，让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在山区黎族同胞心中扎根，进一
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下转A02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动我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随着‘海南岛盐’地方标准即
将出台，下一步我们就可以使用

‘海南岛盐’地理标志了，‘海南岛
盐’的品牌效益也将得到释放。”
近日，海南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史利兴奋地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这一申请成功17年的地理
标志，终于迎来“新生”。

2004年，由海南省盐业集团旗
下海南省盐业进出口贸易公司提出
申请，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认定，

“海南岛盐”正式获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认定。

“海南岛盐”产自我省乐东莺歌
海盐场和东方盐场。“海南海水干
净、光照足，所生产出来的盐干净纯
粹、品位好，也非常的健康安全。例
如，它的铅含量远低于国家标准，没
有重金属污染。由于海南海水天然
含有锶元素，所以盐的锶含量也较
高，对人体骨骼增长非常有益。”史
利说。

但就是这样一个含金量十足的
地理标志，却一直遭遇使用难题。
史利说，省盐业集团一直未使用该
标志。而海南省东方盐场有限公
司虽有少量印标、用标，但因未通
过法定途径申请使用，曾在内地销
售时被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以
违法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为由
立案处罚。

“近期，在开展‘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中，我们通过开展
现场调研，与企业面对面座谈，了解
到我省没有建立‘海南岛盐’地方标
准，导致用标申请的要件缺失。”省
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而此前没有制定地方标准，则可能与企业主要市场在
省内，用标意愿不强有关。史利说，目前“海南岛盐”仍以人
工制盐为主，这保障了品质，但未形成大规模生产，省盐业
集团所产盐也主要在省内销售。

查明堵点后，省知识产权局立即与省标准化部门沟通
对接，指导及督促省盐业进出口贸易公司起草了《地理标志
产品 海南岛盐》地方标准， 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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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 29日讯（记者金昌
波）日前，2021年度全省农村厕所革命
调度视频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近期有关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精
神及全国厕所革命现场会精神，通报财
政部海南监管局关于我省农村厕所革命
调研情况，部署推进下一步工作。省委
副书记李军讲话、副省长刘平治传达，副
省长冯忠华主持。

农村厕所革命是国家乡村振兴考核
和督查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省委省政
府强力推进、各市县各有关部门扎实开
展农村改厕工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
成农村卫生厕所125.29万座，普及率达
98.8%，建成农村公厕4085座，基本实
现行政村全覆盖。会议听取有关部门汇
报工作进展情况，部分市县作经验交流
发言。 下转A02版▶

全省农村厕所革命调度视频会议召开
李军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张余
雪）8月 27日，经商务部公示，由商务
部、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
共同认定，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
业园被认定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成为第二批公示的全国 16个国家文
化出口基地之一，也是海南省首家通
过认定的园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

提出“加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
2018年首批13家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挂
牌以来，商务部、中宣部等部门发挥合
力，支持、指导基地加强制度和政策创
新，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加强平台载体
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基地建设取得明
显成效，集聚、示范、引领作用逐步显
现。目前已联合认定29家国家文化出
口基地。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集聚了多家知名
头部企业、文化及游戏动漫类企业。为
打造“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园区将致力
于搭建以文化出口和游戏出海为导向、
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功能载体，坚持产业
集群化发展和龙头企业带动战略，基于
自贸港对外开放的优势，引进一批头部
平台力量，集聚一批生态链企业，引进市
场化投资基金及推出相应扶持政策，全
方位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海口复兴城产业园入选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8月29日，2021年第十三届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群众比赛橄榄球项目在海口万绿
园举行。本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设有30项群众比赛项目，涵盖传统类、趣味类和民族类，省
内共有34个代表团、2206名运动员展开角逐。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全民健身
“动”起来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运输、知识产权使用费
合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 76.02%

贸易量位居前三

其中

全省服务进出口 156.53亿元
同比增长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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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 新看点

今年1月至7月 进口 111.03亿元
增长68.96%

出口45.50亿元
增长67.30%

我省服务贸易伙伴共 127个
较上半年增加 7个

海岸线海岸线，，地球最具吸引力的地理特地球最具吸引力的地理特
征之一征之一。。19001900多公里多公里，，一路蜿蜒延伸一路蜿蜒延伸、、
形态各异的海岸线是大自然对海南岛形态各异的海岸线是大自然对海南岛
的珍贵馈赠的珍贵馈赠，，潟湖潟湖、、岬角岬角、、红树林红树林，，渔港渔港、、
渔民渔民、、渔文化渔文化，，还有那一个个风姿绰约还有那一个个风姿绰约
的海湾的海湾，，为人们演绎了一首完美的海岸为人们演绎了一首完美的海岸
线变奏曲线变奏曲。。

海岸线变奏曲
（B01-B16）

（相关报道见B02-B06,B15版）万宁山钦湾燕子洞海上日出万宁山钦湾燕子洞海上日出。。 佳虹佳虹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