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额首次突破千亿元，增速排名全国省会城市榜首

海口全年免税销售额达 138.99亿元

同比增长53.2%

去年海口服务类消费增幅最大
餐饮消费收入同比增长68.8%

2021年
海口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56.98亿元，同比增长26.5%

远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
占比社消零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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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干部能力建设提到全局高度，
视之为治国理政的关键要素。在自由贸
易港建设蓬勃展开之时，省委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精神，在全省部署开展能力提
升建设年活动，可谓正逢其时。干事情、
谋发展，需要各种能力，在活动开展中，
我们该如何把握，实现能力大提升？省
委书记沈晓明指出，要重点提升基础能
力和专业能力两大类能力，这是着眼新
形势、新任务对全省广大干部提出的明
确要求，为高质量推进活动开展、促进能
力提升指明了方向。

克服本领恐慌，从练好“基本功”入
手。“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能力是
党员干部谋事成事的“地基”。现实中，
有些干部政治素养薄弱，业务能力不精，
情况不了解，遇事无主张，办事没底气，常
常陷入本领恐慌。究其原因，一个关键
因素就是基础能力不足。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要增强“八项本领”、提高“七种能
力”、具备“五种思维”。在此基础上，省
委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十项基础能
力，即不断增强政治能力、学习调研能
力、科学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改革
创新能力、攻坚克难能力、驾驭风险能
力、群众工作能力、依法办事能力、狠抓
落实能力。这十项基础能力是党员干部
应具备的“基本功”，是弥补知识弱项、能
力短板和经验盲区的关键所在。比如，
倘若政治能力欠缺，便会精神涣散、迷失
方向，唯有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才能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
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
容”，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

从容应对挑战，锤炼“硬功夫”是关
键。学无止境，业有专攻。好比浅浅地
打十口井，一滴水也喝不到，不如深深地
挖一口井，甘甜之水才会源源不断涌
出。“硬功夫”的练就也是如此，非深入不
可，唯有沉下心来，深入钻研，将学习和
实践有机结合，才能成为“行家里手”。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一项专业性非
常强的系统工程，手里没几把“硬刷子”、
几门“硬功夫”，就难以肩负起中央赋予
的历史重任。当前，我们的很多党员干
部已作出表率，通过勤学苦练，学得真本
领。“4·13”以来，我省的党员干部尤其是
一些年轻同志，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
会，逐渐成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行家里
手”，有的勤于理论、有的善于实操。这
充分说明，只要用心学、不畏难、下苦功，
就能磨炼出真本领、挑起重担子。各行
各业各条战线的党员干部，都要立足自
身岗位加快知识更新，主动上火线、到一
线加强实践锻炼，不断提高自身专业能
力，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为自由贸易港
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常言道，知易行难。不管是基础能
力，还是专业能力，都要通过强化学习培
训和实践锻炼来习得。善学者智。要大
兴学习之风，挤出更多时间、投入更多精
力，结合实际工作、立足工作岗位，坚持
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加快知识
更新，优化知识结构， 下转A02版▶

克服本领恐慌 锤炼过硬能力
——二论深入开展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

A05

本报五指山2月9日电（记者邱
江华）2月7日至9日，省委副书记、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工作推进领
导小组组长李军就推进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建设相关工作，到五指山市进
行调研。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
保护区，李军实地了解拆除区域复绿、
智慧管理中心、国家公园游客服务中
心、雨林广场等项目建设进度，与施工
单位、设计团队等深入交流，就项目规
划设计、施工建设等提出明确要求，并
主持召开“雨林与您”体验活动专题会

议。与会人员围绕推进下一步工作进
行深入交流，提出意见建议。

李军指出，高质量推进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建设，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深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的具体行动。要认真落实省委书
记沈晓明今年1月6日在五指山调研
时提出的各项要求，增强责任感紧迫
感，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加快进
度，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智慧管理中
心、游客服务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
要强化系统思维、坚持融入自然、体现
雨林特色， 下转A02版▶

李军到五指山市调研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工作

2月9日，工人正在三亚国际游艇中心项目工地施工。该项目位于三亚中央商
务区凤凰海岸单元南边海片区，拟开发建设游艇4S展示馆及海洋文化互动馆，涵盖
游艇及水上产品使用培训、设计研发、展示等项目，预计今年6月建成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林诗婷 图/文

三亚国际游艇中心项目
预计6月建成投用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邱江华
实习生何佳译）2月9日，海南召开《海南
自由贸易港科技开放创新若干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会
上透露，《规定》从强化科技开放创新的条
件保障、加强科技开放创新的主体建设、
突出打造“陆海空”科技创新高地、打造科
技开放合作高地以及建设科技体制改革
试验田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措施支持海
南自贸港科技开放创新。

在强化科技开放创新的条件保障方
面，《规定》提出将科技开放创新工作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科技开
放创新财政投入，通过资助、奖励、补助等
多种方式有效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科技开
放创新，并引导境内外资本对科技企业提

供融资支持，推动科技金融实体发展。确
保各级政府对科技开放创新工作给予国
土空间规划、土地供应、海域使用等保障。

如何加强科技开放创新的主体建
设？《规定》提出，要积极培育科技型中小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领军企业，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组织实施重大科
技项目，还要通过资助、奖励、补助、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股权激励等多种政策措
施激励企业科技创新。

在突出打造“陆海空”科技创新高地
方面，《规定》明确省和相关市县政府、园
区应当推动打造南繁种业、深海科技、航
天科技创新高地，集聚国内外科技创新
资源，高起点推动海南科技创新发展。

在打造科技开放合作高地方面，《规

定》提出，鼓励重点园区设立国际离岸创新
创业试验区，推动境外科技成果在海南自由
贸易港转移转化；完善国际人才管理服务体
制机制，推行国际人才管理服务一卡通制
度，对外国人工作许可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推行以薪酬水平为导向的外国高层次人
才认定标准；完善事业单位聘用外国人工
作制度，符合条件的外国人依照有关规定
考核评价后可以免于考试，直接予以聘用。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完善财政科研
经费管理机制、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权属
和奖励制度等内容。省科学技术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规定》已于今年1月1日
起施行，将促进创新要素集聚和释放活
力，推动更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发展，引领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新征程。

我省多举措支持自贸港科技开放创新

本报三亚2月 9日电 （记者黄媛
艳）中国（三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近日
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验收，标志着在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首家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正式投入运行，该中心将面向现
代化农业和海洋产业开展知识产权快速
协同保护工作。

2021年5月1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正式批复同意建设中国（三亚）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随后，海南积极探索建立与
国际通行规则衔接、国际认同度较高、知
识产权营商环境一流的海南自贸港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知识产权特区，建成落地
并引进一批重点项目，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核心能力，构建起知识产权维权执法
服务保障体系，同时提升知识产权服务
能级和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国际交流影
响力，有效推动构建集知识产权司法审
判、多元调解、商事仲裁、法律服务、行业
自律的“五位一体”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目前，中国（三亚）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已实现组织架构、人员配置、经费投
入、场地建设、信息化设施建设、工作制
度保障的全面落实，陆续开展发明、实用
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快速审查预
审服务，知识产权举报、投诉、维权、援助
等公共服务；以及知识产权预警、宣传等
业务。

中国（三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有关
负责人透露，该中心将面向现代化农业
和海洋产业，开展集快速授权、快速确
权、快速维权、导航运用等功能于一体，
行政执法、维权援助、仲裁调解、司法衔
接相联动的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
作，为自贸港“海陆空”优势产业提供知
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引导城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下一步，该中心还将建立快速授权
通道，缩短专利授权时间；建立快速确权
通道，切实保障主体权益；建立快速维权
通道，提高案件办理效率以及围绕产业
关键领域提供导航运营服务。

中国（三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正式投运

■ 本报记者 郭萃

2月 9日晚，海口友谊阳光城7楼
不少餐饮店内熙熙攘攘，门口的候位区
坐着不少等位就餐的顾客。“节假日期
间每天都是生意火爆，即便在工作日，
排队等位也是常态。”一餐饮店工作人
员说道。

氤氲的烟火气是海口消费市场持续
回暖的缩影。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
海口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56.98
亿元，同比增长26.5%，总额首次突破千
亿元，增速排名全国省会城市榜首，创历
史新高。

“海口消费”靠什么持续发力，从而
保持较高速增长？海口市商务局给出的
答案是：“新”。2021年，海口围绕丰富
促消费活动、打造展会促消费平台、鼓励
汽车销售等方面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
消费新品牌。

“这样的增速也说明海口促消
费、保民生、保就业等举措扎实有效，

群众的消费力正在逐渐恢复。”业内
人士表示。

免税销售额再创新高

2月8日上午，在cdf海口日月广场
免税店，SK-II、雅诗兰黛等品牌店内货
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排队选
购，海口市民杜玉琴也是其中一员。选
购完心仪的商品，在结账时，杜玉琴选择
了“返岛提取”。

“海口的免税店越来越多，商品种类
也更加丰富了，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空间。”杜玉琴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去
年自己出岛5次，每次都会提前在免税
店选购商品，“尤其是去年起推出返岛提
货后，更增加了我们购买的积极性，的确
方便很多。”

“购买的免税品选择‘邮寄送达’，不
仅省去了排队提货，行李箱也腾出不少
空间。”游客陈文华当天在免税店选购了
两瓶洋酒，并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选择

了“邮寄送达”方式。
去年，海口新增海控、深免2家免税

经营主体，新增营业面积约4.9万平方
米，目前全市已开业的免税店经营面积
达8.6万平方米。而海口积极推动免税
品“邮寄送达”、本岛居民返岛自提、溯源
码等利好免税新政落地实施，更让免税
购物这把火“越烧越旺”。

海口市商务局局长蔡俏表示，
2021年上半年，我省新增“邮寄送达”
和“返岛提货”两种免税购物提货方式，

“新的提货方式缓解了旅客提货排队时
间长、随身携带不便等问题，离岛免税
购物便利度的提升自然促进了消费的
提升。”蔡俏说。

“升级扩容”后的离岛免税政策不断
释放红利，也有效吸引疫情下海外消费
回流。2021年，海口全年免税销售额达
138.99亿元，同比增长53.2%，其中限额
以上化妆品类增长33.6%、通讯器材类
增长143.3%、金银珠宝类增长29.4%、
日用品类增长28.5%。 下转A02版▶

2021年海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破千亿元，增速
位列全国省会城市第一

消费新招换来增长新高

本报讯 （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尹
建军）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日前出台
《关于建立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
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到 2025 年，初步建成统一有序、分工
合理、协调高效的海洋生态预警监测
体系，逐步形成以海南本岛近岸海域
为重点，辐射省管辖其它海域的预警
监测网络和技术支撑体系，逐步摸清
全省海洋生态家底。

《意见》明确了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主
要任务。一是摸清全省海洋生态家底，

包括开展海洋生态趋势性监测和基线调
查，构建海洋生态分类分区框架，建立海
洋生态分类标准体系；实施近海生态趋
势性监测、典型生态系统基线调查、海洋
碳汇监测评估等。二是推进典型海洋生
态系统预警监测，探索建立海洋生态预
警指标体系，并围绕推进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重大战略，加强海洋开发活动
生态影响监测评估。三是强化海洋生态
灾害预警监测，分区分级建设海洋生态
灾害预警监测体系。

《意见》提出，提升业务化运行能力，

完善省、市县两级海洋生态预警监测技
术支撑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与
国家监测机构、高校、科研院所交流合
作，着力培育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专业技
术人才；统筹实施能力建设重大工程，选
取代表性区域建设海洋生态监测站，构
建“岸-海-空-天”立体化监测能力，针
对生态受损问题和潜在风险进行跟踪监
视；强化开放共享，有序推进海洋生态预
警监测政府购买服务的规范化和制度
化，建立专家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开展生
态预警监测跨部门合作。

海南建立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

自贸港观察

一年600亿元销售额
背后，仍有潜力可挖

瞄准“千亿元”目标，
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免税之“火”

2月9日，航拍东方市东河镇苗村搬迁安置工程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1.2亿
元，共建设安置房168套。完工后，将由东河镇政府牵头，通过土地置换方式完成安
置，村民即将喜迁新居，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新年新居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