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朱
玉）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南方电网海
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第一季度，海
南省全社会用电量完成91.91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10.45%，增速排名全国
第五。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4.8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52%；
第二产业用电量 36.67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9.59%；第三产业用电量
32.1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79%；
城乡居民用电量 18.24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2.61%，其中第二、三产
业增长贡献率分别为 36.89%和
32.93%，是拉动省内用电量增长的
主要动力。

据分析，我省第一产业中的畜
牧业和渔业养殖用电持续攀升，分
别同比增长 37.88%、23.9%。同时
自贸港重点项目接连开工建设，建
筑业用电需求增速较高，一季度累
计用电量2.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80%，是带动第二产业增长的主
要动力。今年 1月至 3月，省内旅

游市场回暖，住宿和餐饮业用电需
求整体保持平稳增长。批发和零
售业用电量 5.3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30%。其中，充换电服务业继续
保持高速增长，累计用电量1.47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113.72%。

“新增用户数量同比提升，侧面
反映出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效显著，
促进人口、农业、工商业全面增长，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来琼投资
兴业。”海南电网市场营销部总经
理马芸说。

居民用户

新增3.2万户 占比64%

农业用户

新增7710户 占比 15%
工业用户

新增2727户 占比6%

商业用户

新增7593户 占比 15%

全省新增电力用户超5万户,同比增长45.73%
按用电性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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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梁振君）封关运作
准备工作是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头等大事。截至目前，对照“2025
年全岛封关运行”的时间表，我省已梳
理50多个全岛封关运作相关建设项
目，计划总投资190多亿元，并打包上
报争取中央资金及用地用海的支持。

全岛封关运作是全面建设自贸
港的基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系统

工程，是全面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
住、岛内自由”货物进出口管理制度
的标志。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全岛封关运作准备工作，《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就成立
了专班启动相关研究工作，并形成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总体
框架思路》等系列研究成果；成立了
由省长任组长的推进全岛封关准备

工作专班，下设口岸规划与建设、非
设关地布局与建设、税收政策安排、
金融配套、行政体制保障、项目建设
及要素保障六个专项工作组，分领域
推进相关工作。

另据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
相关负责人透露，2022年初，推进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
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

作准备工作任务清单》，明确了口岸规
划与建设、非设关地布局与建设、税收
政策安排、重大风险防控以及“五自由
便利一安全有序”等11个方面60多
项重点任务，标志全岛封关运作准备
工作全面启动，目前各项工作正按时
序推进。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4月21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分论

坛上表示，将认真学习借鉴国际先进
经验，坚持中国特色，结合海南实际，
科学开展封关运作制度设计，建立口
岸加非设施关地的综合监管体系。扎
实推进封关项目建设，夯实封关运作
硬件基础，下大力气做好一线放开、二
线管住的压力测试。及时调整优化有
关政策，确保海南自贸港如期、顺利封
关运作。

海南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制度
试点工作启动

澄迈首批
43名专员“上岗”

本报讯（记者高懿 通讯员吴琼）近日，澄迈
县与海口市美兰区、海口综合保税区、三亚市天
涯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一起共同启动企业首席
服务专员制度试点工作，澄迈43名专员正式“上
岗”。

据了解，为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建立全
方位企业服务体系，海南省政府决定在部分市县
和重点园区试点推行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制度，首
批试点范围为5个区（县），包括澄迈县。

据介绍，企业首席服务专员主要工作职责包括
“四个到位”，即宣传惠企政策到位、响应企业诉求
到位、纾困解难到位、畅通服务渠道到位。通过“四
个到位”当好帮助企业掌握国家、省、市、区各项涉
企政策信息的上情下达联络员；帮助企业破解发
展用地、融资、人才、技术等困难的难题破解协调
员；帮助企业制定发展规划，积极为企业出谋划
策，鼓励引导企业创新发展的转型升级指导员；
协助企业加强与其合作伙伴的沟通联系，因势利
导推进产业招商的配套产业招商员。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傅
人意）守好休渔季，才有鱼满舱。根
据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发布的《海南省
2022年海洋伏季休渔工作实施方
案》，将于5月1日12时至8月16日
12时实施休渔，休渔海域为北纬26
度30分至北纬12度的东海和南海
海域（含北部湾），休渔范围为除钓具
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为捕捞
渔船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

休渔期间，我省将严格执行船
籍港休渔制度，严禁渔船跨省异地
休渔。所有休渔渔船原则上应回渔
船船籍港所在地的港口、码头停泊，

休渔期间不得擅自离港或改变停泊
地点。实行自愿休渔的钓具渔船，
应当提前主动向属地农业农村局申
请。严格在5月1日12时至8月16
日12时执行休渔规定的，可申领海
洋伏季休渔补贴。未参与自愿休渔
的钓具渔船，应当严格执行渔船进
出港报告制度，严禁违反捕捞许可
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
数量的规定进行捕捞作业。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在休渔期
间，休渔渔船的渔具应捆扎、封存于
船舱等固定位置，或搬离渔船进库
存放；需修理的渔具，应在修理完毕

后立即封存或进库存放；具备条件
的地区，渔具应与渔船分离存放。
禁止将其他作业类型变更为钓具；
刺钓渔船进行钓具作业时，不得携
带刺网作业相关网具及设备；除钓
具外的所有休渔渔船不得携带渔具
进入休渔海域。

同时，各市县农业农村局、综合
行政执法局要加大对休渔期间管辖
海域内违规作业的打击力度，严厉
打击休渔期间跨海区作业、涉渔“三
无”船舶、使用“绝户网”等违规渔
具，以及“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
捕捞行为；重点加强对定置作业和

捕捞辅助船的监管，坚决打击擅自
变更作业方式、扩大作业区域，以及
捕捞辅助船为非法作业渔船提供收
购、运输、补给等后勤服务的行为。

对违反休渔规定的渔船，一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罚条款顶格
进行查处，并按照渔业油补资金发
放相关规定，扣减当年油价补贴。
对海上查获的涉嫌违规渔船，必须
严格执行“海查陆处”有关规定，一
律押回指定港口集中扣押，同时要
做好行刑衔接，及时将行政执法中
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的案件移送公安
机关侦查。

海南将高标准做好全岛封关准备工作
50多个封关项目，投资190多亿元

5月1日12时起海南休渔三个半月
违规渔船扣减当年油价补贴

海南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
喷漆机库迎来首架宽体机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钟
佳妤）4月24日，一架空客A330飞机被缓缓拖入海
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这是该基
地喷漆机库承接的首架宽体客机整机喷涂业务，标
志着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喷漆机库投入试运营。

据了解，此次投入试运营的喷漆机库是海口
空港综合保税区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由海航技术旗下海南海航斯提斯喷涂服务
有限公司承租运营，该喷漆机库内设两个窄体机
喷漆专用机库和一个宽体机喷漆专业机库，即“一
宽两窄”，可同时进行3条生产线作业。

首架进场喷涂的飞机是海航航空旗下首都航
空的一架A330宽体机，该飞机将在宽体机库执
行整机喷漆及广告涂装工作。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口
空港综合保税区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内的企业将
享受进口航材“零关税”的红利。

助力洋浦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

海南中行实现
资本项目业务首发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韩雨净）4月25日，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
（以下简称外汇局海南省分局）的指导和支持下，中
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海南中行）成功落地
洋浦经济开发区首笔跨境投资高水平开放外汇管
理改革试点业务，实现改革试点政策下资本项目业
务的首发。

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一家以医疗投资为主
营业务的企业，拟引入一家省外的外商直接投资企
业作为股东。了解到这一信息后，海南中行第一时
间向企业介绍了外汇局海南省分局近期针对洋浦
经济开发区出台的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外汇
管理改革试点政策。根据该政策，被投资企业可以
免于办理接受境内再投资登记，仅需提供开户资料
开立接收境内再投资的结汇待支付账户即可。

高效对接后，海南中行当日就为企业完成了
开户手续，并成功接收了该笔再投资款项。该业
务的成功办理，大大节省了企业和银行的时间、人
力成本，提升了企业资金周转效率。

截至4月22日，海南中行已为11家优质企业
办理金额合计19.2亿美元的跨境贸易高水平试
点业务，政策红利凸显。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 李艳玫）日
前，在三亚市崖州区坝头村南繁公共试
验基地，国内专家对南京农业大学及南
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优质粳稻“宁香
粳9号”示范田进行实产验收。专家组
现场采用收割机进行机械化收割脱粒，
经去杂、测定水分后确认，折成标准稻
谷产量为587.5公斤/亩，创造了海南
规模种植优质粳稻的高产纪录，这也是
海南首次成功引种长江流域优质粳稻。

据悉，为解决海南优质粳米市场
需求大、地产优质粳稻缺乏问题，在南
京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引导资金重点
项目支持下，南京农业大学及南京农业
大学三亚研究院引进了南京农业大学
万建民院士团队选育的粳稻新品种“宁
香粳9号”。该品种集合了优质、高产、
稳产、抗倒、抗病、综合抗性强，以及米
饭柔软有弹性、口感爽滑、香味浓郁等
优点，曾荣获第三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

味品质鉴评（粳稻）“金奖”。
根据三亚的温光资源特点，南京

农业大学水稻精确定量栽培团队在三
亚市崖州区坝头村南繁公共试验基地
建立15亩高产示范田，全程采用该团
队研制的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种植，
于2021年12月7日育秧，12月28日
进行移栽。

“虽然二月抽穗开花期受罕见低
温寒潮影响，结实率偏低，但仍然创造

了海南规模种植优质粳稻的高产纪
录，首次实现了长江流域优质粳稻引
种海南成功示范种植。”农业农村部水
稻专家组成员、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
丁艳锋说。

下一步，南农水稻栽培团队将继
续开展第二季的技术示范，充分利用海
南光温资源进行绿色高效栽培，争取一
年三季达到1800公斤/亩的优质粳稻
生产目标。

“宁香粳9号”平均亩产587.5公斤
创海南规模种植优质粳稻高产纪录

一季度海南全社会用电增长10.45%
显示越来越多企业来琼投资兴业

路基完成交验86%

文临公路预计
年底前全线通车

本报文城4月25日电（记者邵
长春）4月25日，在国道G360文昌至
临高公路WLTJ01标段内村大桥施
工现场，工人阳贵平和工友们正在桥
面上开展雨水箅子的安装施工。海南
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标段内所有桥
梁、涵洞、路基、防护工程的土建施工
均已完成，主线路基已验收并移交给
路面标施工。

国道G360公路WLTJ01标位于
文昌市文城镇境内，线路长13.86公
里，沿线共有桥梁15座，该标段在国
道G360全线率先完成土建施工并完
成路面移交。

就在4月20日，该标段内的清澜
互通正式开放通车，该互通是连接国
道G360文临公路、文琼高速及规划
旅游快速干道的枢纽互通式立交，比
计划工期提前近5个月建成通车，为
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提供了坚
强的交通保障。

文临公路全长121.36公里，目前
项目全线正加快建设，路基已完成交
验86%，路面工程也已完成22.3%，将
确保今年年底前全线建成通车。

4月24日，琼海市潭门港的渔民在码头装卸海鱼。南海等海域即将进入一年一度的伏季休渔期，不少
渔民趁着好天气进行捕捞作业。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捕鱼忙

海口电白雅居项目
19栋建筑封顶
预计明年3月交付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近日，备受
关注的海口江东新区安置房——电白
雅居项目传来了好消息，项目的19栋
单体建筑已全部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将
进入装饰装修大面积施工阶段。该项
目计划于2023年3月交付，建成后可
提供1944套安置房。

电白雅居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
美庄路，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
北侧。作为江东新区重要的民生工
程，电白雅居项目总用地面积6.24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3.84万平方米，
其中地下室建筑面积 49.54 万平方
米。项目建设19栋单体建筑，其中
17栋 18—20层住宅、1栋 5层配套
楼、1栋3层幼儿园，项目建成后可提
供1944套安置房，安置灵山镇电白村
等地的涉征居民。

项目建设现场，已封顶的19栋
建筑规整大气，吊车、运输车作业繁
忙，项目工人正在有条不紊进行外架
拆除，为下一步大面积装饰装修施工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据悉，目前现场
作业人员有650人左右，在后期的装
饰装修阶段高峰期将达到800人左
右。

为加快推进工程进度，项目部倒
排工期，将施工任务落实到每月、每
周、每日，并在生产例会上实时对项目
进度进行动态管控。同时，项目部加
大装修材料的备料工作，以减少因疫
情防控对物流运输延期的影响。此
外，项目部合理安排工序，优先进行室
外作业，确保在台风季来临前全部完
成室外部分施工。

一季度三亚市外贸
同比增长53.1%

本报三亚4月25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邓莉）4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海关获悉，今
年第一季度，三亚市外贸进出口74.3亿元，比上年
同期（下同）增长53.1%，位居全省各市县第三位。

离岛免税业务带动消费品进口迅猛增长。离
岛免税业务蓬勃发展带动消费品特别是化妆品进
口增长迅猛，进口消费品 68.1 亿元，同比增长
72.6%，占同期外贸进口总值的91.7%，其中，进口
美容化妆品及洗护用品 39.1 亿元，同比增长
219.8%。此外，进口首饰 9.2 亿元，同比增长
19.5%；进口钟表6.8亿元，同比下降2.7%。

从贸易方式上看，免税品方式增速微降，保税
物流贸易高速增长。以免税品方式进口37.2亿
元，同比下降7.1%，占全市外贸值比重（下同）
50.1%；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31.6亿元，同比增
长864.3%，占42.6%。同期，以一般贸易方式进
出口5.3亿元，同比增长1.3%；以加工贸易进出口
1701.2万元，去年同期无记录。

欧盟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对瑞士、英国、日本
等主要贸易国均保持增长。对欧盟进出口34.2
亿元，同比增长60.4%，占46.1%；对瑞士进出口
10.2亿元，同比增长10.8%，占13.7%；对英国进
出口7.2亿元，同比增长993%，占9.7%；对日本进
出口6亿元，同比增长8.1%。

国有企业大幅增长，外商投资实现突破。国
有企业进出口68.9亿元，同比增长71.8%，占全市
外贸值比重92.7%；民营企业进出口5.3亿元，同
比下降37%。此外，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118.5
万元，去年同期无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