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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海南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和海南自贸港政策——

通航企业爱上海南

民间中医“转正”诊疗体验“上新”
——老中医陈清华讲述过去一年的获得感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1月14日上午，三亚海棠湾红树
林度假酒店的一处通航飞行营地，9
点一过，陆续有游客前来，花费500
多元到1900多元不等，乘坐动力伞
或直升机，从空中观赏三亚美丽的滨
海风光。

这处通航飞行营地属于海南海
直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直
公司）。公司总经理孟磊也身着黄色
员工服，指挥营地的运转。

“公司虽然注册在海口，但目前
主要的业务在三亚，我大多数时间也
待在三亚。”孟磊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2021年，在疫情背景下，该公司
接待了3000多人次游客，呈增长态
势。“去年，我们在‘大三亚’地区新开
了2个飞行营地，目前总共有4个。”
孟磊说。

三亚，深受通航企业青睐。孟磊
介绍，仅在海棠湾，就有四五家通航
企业在亚特兰蒂斯、索菲特、香格里

拉等酒店设立了飞行营地，开展旅游
观光飞行业务。

吸引各家通航企业的，主要是
“海南能让通航飞机飞得起来”。

海直公司是河北北直通用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在海南注册的
子公司。“对于通航飞行，其他地区一
般要提前两周申报，在海南一般只要
提前一天即可。对通航企业提供的
飞行旅游观光服务，海南可以一次申
报一整年的计划，其他地方一次只能
申报三个月。”孟磊说，“像在海棠湾
这么小的空域，就有多家企业开展通
航业务，这在其他地方也是难以想象
的。”

让通航企业爱上海南，源于一项
制度创新。

长期以来，飞行手续多、程序繁
杂、技术保障手段滞后等问题，严重
制约了我国通航产业发展。近年来，
海南以“空地组网”推动低空空域管
理改革，通过军地协同及多部门协
同，完善对空监视和地空通信技术，

建成我国首个覆盖省域的低空飞行
服务保障体系，实现通航飞行的高效
便捷审批管理。

除了旅游观光，通航企业通常还
会开展短途运输、商务飞行、飞行救
援等多种业务。“在海南，只需要提前
一天向飞行服务站申报，服务站会帮
我们向有关部门申请，第二天再次确
认后即可飞行。”孟磊介绍。

飞机“飞得起”，加上旺盛的旅
游人气，使三亚的通航旅游飞行市
场份额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看好行
业前景，2021年，海直公司在三亚
水稻国家公园、保亭呀诺达景区开
设了新的飞行营地，开拓新的观光
线路。

在2021年，海直公司还有个“大
动作”。当年8月，该公司引进了海
南自贸港首架“零关税”进口航空器
——AW109E直升机，引进过程中，
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等，减免
幅度约为15%。

该款直升机目前停放在海口甲

子通用机场。“我们考虑拿它来开展
短途运输、航空科普飞行等业务。”孟
磊说，公司是海口江东新区引进设立
的，计划把海口的业务开展起来，正
在海口寻址建设飞行营地。

“我们知道海南正在儋州、白沙、
琼中等地建多个通航机场，未来还会
建更多。”孟磊说，海南让通航飞机能
够“飞得起”，为通航产业打开了大
门，已成为全国通航企业的青睐之
地。“据我所知，这两三年来，除我们
公司，还有其他五六家通航企业也进
入海南市场。”

“去年，我们公司机务副总还被
认定为海南自贸港高层次人才，是海
南首个通航维修领域D类人才。”孟
磊说，海南自贸港政策让企业不断受
益，营商环境也在持续优化，让公司
在海南发展更有信心。

“我们非常看好海南通航产业发
展前景，未来将进一步拓展海南业务
布局。”孟磊信心满满地表示。

（本报三亚1月14日电）

■ 张永生

“没想到营业执照这么快就
办下来了！通过办证，我感到海
南这边办事挺扎实，在这里创业
心里也蛮踏实。”在近期的一次采
访中，一位新“闯海人”向记者道
出了自己的观感。回顾刚刚走过
的2021年，“实”也成为很多人的
共同感受。

从关键核心政策加速落实、
风险防控责任日益压实，到高标
准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
深走实，再到促进优化营商环境
取得实效、抓紧抓实产业项目建
设，这一个个“实”字描绘着海南
自贸港的“工笔画”，转化为每个
人心心念念的获得感，激发着人
们对未来的新期待。

一“实”当先胜百“巧”。纵观
历史，考量现实，惟此一“实”字，
乃谋事之基、创业之根、做人之
本 。 难 能 可 贵 的 品 格 莫 过 于

“实”，但天下难以写好的字也莫
过于“实”。盘点过去一年的成
果，“实”何以成为一种难忘的“海
南印象”，“实”字何以持续写进海
南大地？

翻阅海南2021年工作台历，
人们或许就能找到答案。这一
年，有一个现象很显著，那就是在
多个重要节点召开的几场重要会
议，其主题都与作风密切相关
——3月1日，全省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召开；4 月 7 日，全省作
风整顿建设年动员部署会召开；6
月 15 日，全省“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动员部署会召开；7
月27日，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暨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推
进会召开……

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对作风
问题盯着不放，对锤炼作风抓得很紧，对实际效
果考核很严——崇实、求实、务实之风劲吹之下，
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高涨，沉下去排查问题
的多了，浮于面上的少了；努力排忧解难的多了，
敷衍潦草的少了。也正因为坚持把实事、实干、
实效作为评价标尺，才将“把脉问诊”“治病用药”

“强身健体”打成一片。
“实言实行实心，无不孚人之理”。实，是一

种精神，是一种作风，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效果。
它如园丁的锄头，挖向大地便能花香袭人；也似
农人的犁铧，深入泥土就有春华秋实。过去一
年，我们见证了实的威力，领略了实的魅力，尝到
了实的甘甜。进入新的一年，我们需要思考，应
如何看待实？实从哪里来？该怎样做到实？

实者，实事。天下大事成于细，一具体就深
入。眼睛盯着事，就会打起精神，集中精力，而很
少会被虚头巴脑的东西分散注意力。心里装着
事，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坐不住的紧迫感，而很少
会坐而论道、慵懒散漫。肩膀扛起事，就会主动
去了解群众、企业的需求、困难，而不会等着问题
送上门，被问题牵着鼻子走。

实者，实干。“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
为不成。”努力干起来，全身的细胞就能被调动起
来，筋骨也会舒展开来。干在实处，就能不断将

“堵点”疏通，将“难点”破除，将“痛点”消除，赢得
群众和企业的点赞。一干到底，就能爬过一坡再
越一坎，跨过一山再登一峰，把蓝图变为实景，让
梦想成为现实。

实者，实效。老百姓最实在，不仅看党员干
部说得如何，更看党员干部干得如何。力求实
效，就会咬定目标、对标对表，把问题考虑全面，
把计划订得周密，把措施想得周全。聚焦实功，
就会注重细节、盯紧过程，努力把每一道工序都
做到位，把每一个环节都抓到位，把每一个螺丝
都拧严实。追求实绩，就会胸怀全局、放眼未来，
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做“短平快”、无意义
的事。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
个时代的气质与风貌，是由实干来定义的。迎着
晨光实干，就能创造更精彩的未来。

先后发布海南自贸港

第十一批、十二批、十三批制度创新案例共20项

累计数量达123项

●《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条例》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法规文件

设立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

建立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

第二届“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公布

14个项目获奖

涉及农村“三块地”改革、人才引进、“空地组网”

推动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等

出台2021年

●在全国率先实现电子营业执照
和电子印章同步发放

●在全国率先实现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电子证书100%覆盖

●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

●涉企经营告知承诺事项数量全
国第一

2021 年11月10日，是我难忘的
日子。这一天，我正式办好了“主执
业机构变更”——从海口市汉唐中
医门诊部，变更到位于海口美兰区
的现代医学门诊部。

我叫陈清华，是美兰区第一个
办理“主执业机构变更”的“民间中
医”，也算是海口年纪最大的“老”中医
之一。你看，桌上那些泛黄的中医书
籍和手写的处方，见证着我从一名教
师、编辑、作家成长为合法执业中医的
历程，更见证了海南省卫健委打通“最

后一公里”的务实之举。
这一年，获得感满满。我清晰地

记得，通过规范考核获得医师资质之
后，针对“民间中医”在国家中医专长
医师管理系统无法注册医疗机构信
息的问题，省卫健委“手把手”指导

“民间中医”准备注册材料，协调管理
人员手工录入，切实做好中医（专长）
医师执业注册工作。7月26日，包括
我在内，海南首批 56 位民间中医成
功取得中医（专长）医师执业证书，正
式加入了海南医疗队伍。从此，可以

合法执业，补充我省中医药人才力
量，用“简、便、验、廉”的方法解决基
层群众健康问题；从此，可以名正言
顺地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合法收
徒，将经典配方、特色疗法传承下去。

这一年，我通过不断地临床实践，
成为中医领域的专业人士，找我问诊
的患者越来越多，我感受到了“看得
见、摸得着”的变化。不仅自己有获得
感，群众就医也有获得感。

在坐诊之余，我还撰写了合计近
百万字的论文、临证治验、临证心得。

这些是进一步学习、思考的过程，也是
进一步提高的过程，有些平时理解不
深、一知半解的地方，通过写作和思
考，把这些问题理清楚、弄明白，使自
己基础更扎实，领悟更深了。

每到出诊时间，看着坐在诊室外
等着我“望闻问切”的人群，看着患者
离开门诊部时脸上的微笑，我得到
的回报也转化为切切实实的获得
感。只要踏实、敬业、肯干，明天一
定会更好！

（整理/本报记者 马珂）

（整理/本报记者 苏庆明 制图/陈海冰）

2021年8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首架“零关税”飞机抵达海口甲子通用机场，并完成相关安装调试、交付运营。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