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6日，在海口市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一派繁忙施工景象。在施工现场，有一类特殊的工人，他们
身系安全绳以高空为“舞台”，或乘吊篮，或搭云梯，用自己的“舞步”，助力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据了解，
2022年第一季度，江东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2.99亿元，同比增长24.6%。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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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谷雨时节已过，在
毗邻白沙黎族自治县陨石坑旁的
牙叉镇五里路有机茶园，一垄垄梯
田上的茶树长势青翠，符秀香等茶
农腰系茶篓穿梭在茶垄间，指尖飞
快翻转，将一片片翠嫩清香的叶芽
采摘入篓，春茶收获的喜悦，洋溢
在每一位茶农脸上。

“我在这茶园干工快10年了，
从最初学种茶、放肥、管护到采摘，
5年前我就已当上采摘班班长，现
在至少管着三四十名茶农哩！”闲
谈间，年过五旬的符秀香露出自信
的笑容。

“这十多年来，五里路茶园
走过的每一里路，都挺不容易
的。”茶园负责人符小芳是白沙
一 名 地 道 的 黎 族 茶 姑 。 早 在
2008年，她就选址距白沙陨石坑
约 2.5 公里处，垦荒 20余亩种植
茶树发展茶产业，并将茶园取名
为“五里路”。

信心与动力，源于她打拼的这
片茶园是一片独具优势的生态沃
土。据悉，白沙陨石坑为距今约
7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陨落此处爆
炸而成，土壤中含有多种对人体
有益的矿物质，茶树茶叶在不断
汲取中生长，茶多酚等物质含量
高，冲泡而出的茶汤色泽光润，口
感十分独特。多年来，五里路有
机茶园坚持人工除草、物理驱虫
等绿色种植方式，并通过饲养数
百万条蚯蚓制作有机肥的方法，
让有机茶园在每一个管护及生产
环节都名副其实，并于2014年起
陆续通过中国、欧盟及美国有机
认证。

现今，五里路有机茶园规模已
扩大至约 300 亩，包括符秀香在
内，参与茶园管护的茶农增至186
户。产自五里路有机茶园的黎族
大白茶获评为白沙县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而依托茶园打造的五里路
茶韵共享农庄也跻身为海南首批
共享农庄之一，农旅融合振兴乡村
的愿景正在变为现实。

同样是根植于白沙陨石坑，作
为一家集有机茶种植、加工、销
售、科研、文旅于一体的国有控股
现代农业企业，海南天然茶叶有
限公司经过5年多耕耘，如今在白
沙细水乡等乡镇拥有数个连片有
机茶园，共计约2000亩，旗下品牌

“陨坑茶”已通过中国、欧盟、美
国、日本以及国际雨林联盟有机
认证，在带动当地茶农打造有机
茶过程中，又蹚出了不一样的新
路子。

“我们的茶树是‘吃海鲜’长大
的，稀奇不？”该公司总经理汤适介
绍，通过在茶垄间挖沟埋放鱼虾等
海鲜，以及将羊粪与豆粕、花生饼

等发酵腐熟，为茶树补充养分，较
好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也造
就了白沙陨坑茶独具特色的口感
与品质。

“优先培训录用附近村民务
工，每天的用工人数为80至 100
人，如遇茶园管护繁忙期，每天用
工量达到200人。”汤适补充说，该
公司还持续完善种质资源圃建设，
目前已建成大约60亩的资源圃，
并引进培育梅占、金萱、大红袍、迎
霜、“华农181”等上百个品种，旨在
不断丰富并筛选培育出更具白沙
特色的茶树品种，实现企业发展和
乡村发展的共赢。

放眼远眺，茶园满目青翠，在
茶茗飘香间，白沙茶产业求特求精
的路子越走越宽敞，产业振兴乡村
的步伐也越来越稳健。

（本报牙叉4月26日电）

本报海口4月26日讯（记者傅人
意）据发展改革系统境外投资项目备案
情况统计，2022年第一季度海南企业累
计新增境外投资备案项目37个，投资总
额 20.20 亿 美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8.18%、92.75%。

据统计，排名靠前的投资行业为制
造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分别占总投资额的51.93%、

39.85%、3.17%、3.12%、1.78%。
新设企业（成立不足2年的企业）成

投资主力。“三大主导产业企业2025年
前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免征
企业所得税”“鼓励类企业实施15%企
业所得税”等政策优势叠加，吸引省外
企业纷纷来琼设立子公司并开展境外
投资。第一季度，新设企业开展的境外
投资占总投资额的95.5%，为海南产业
结构调整注入新动力。

随着RCEP生效以及“一带一路”建
设不断深化，亚太地区（尤其是RCEP成
员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成
为我省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第
一季度，我省境外投资涉及13个国家和
地区。从项目数看，前5大目的地为中国
香港、新加坡、开曼群岛、越南、印度尼西
亚。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新增境外投资项目 14 个，投资额
10.80亿美元，占总额的53.47%。

海南企业境外投资迎来“开门红”
今年一季度投资总额20.20亿美元，同比增长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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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积极培育
工业新增长点

本报万城4月26日电（记者张
惠宁）今年第一季度，万宁市围绕产
业链、龙头企业、重大投资项目进行

“强链”“稳链”，全力推进工业经济稳
增长。

海南日报记者4月24日从万宁
市科工信局获悉，今年一季度，万宁
市规上工业产值累计23.71亿元，同
比增长54.31%，全省排名第一；规
上工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长36.6%，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全
省排名第一。

据万宁市科工信局负责人介
绍，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万宁市
围绕重点产业链，积极探索培育工
业产业新增长点。

槟榔产业是万宁市最重要的经
济产业之一。万宁市积极落实省政
府提出的工业企业“小升规”，着力
引导槟榔加工业由“家庭作坊”的经
营模式，向财务管理规范的企业模
式转化，释放新活力，扩充工业经济
总量。2021年下半年至今，成功推
动43家槟榔加工企业首次纳入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行列。

总投资15亿元的海南天使医
检汽车产业项目，主要设计制造自
主研发的9大体系医疗汽车，去年
12月 2日动工，一期投资 2.86 亿
元，计划今年底试投产。

近年来，万宁吸引了海南天使
医检、海南大唐绿色发电项目等一
批工业企业入驻，不断优化工业产
业结构。

据介绍，万宁市还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通过兑现企业贡献奖励、
贷款贴息、联系金融机构上门服务
等系列举措，为企业纾困解难，激
励企业扩能扩产。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省发
展改革委、省工信厅出台《关于促进工
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行动方案》，涵盖5大
方面23条细化措施，旨在提振市场信
心、稳定工业增长。

加大财政税费减免力度方面，落实
国家政策，加大中小微企业设备器具税
前扣除力度，延长阶段性税费缓缴政
策，降低企业社保负担，鼓励使用新能
源汽车。比如中小微企业在2022年1
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置
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在500万元以上
的，按照单位价值的一定比例自愿选择
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加大对工业企业融资支持力度方
面，强化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重点领域的资金支持；引导金融机
构用好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金融
支持力度；加大对清洁能源、节能环保、

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
度，做好对煤电等火力发电行业的信贷
支持。比如引导地方法人银行用好普
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对符合条件的地
方法人银行，按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量
的1%提供激励资金。

做好原材料保供稳价方面，整合高
耗能行业的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惩罚
性电价等差别化电价政策，建立统一的
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制度；强化砂石采
矿权管理，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等。

扩大精准有效投资方面，积极发展
风电装备产业、分布式光伏发电产业，
在炼油、乙烯、水泥、平板玻璃、化肥等
行业重点领域和数据中心组织开展节
能降碳技术改造，加快培育石化新材
料、医药等制造业集群，积极推动国际
数据中心试点建设，探索发展国际数据
产业等。比如鼓励市县大力发展分布
式光伏发电，推动符合条件的集中式光

伏发电项目尽快开工建设，争取新增光
伏发电装机容量50万千瓦，推动海上风
电示范项目2022年内开工建设。推动
洋浦热电联产、海口气电项目尽快投
产，项目配套输电线路按要求建设投
产。完善和实施生物医药研发券政
策，落实《加快海南省生物医药高质量
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5 年）》。落
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雏鹰行动”方
案》，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
度等。

强化用地、用能和环境政策支撑方
面，深化“标准地”改革，在产业园区探
索推进项目“签约即拿地”“拿地即开
工”，用活产业项目差别化用地供地模
式，落实落细混合用地、先租后让、弹性
年期等用地政策；优化能耗双控考核频
次，增加总量弹性，积极支持企业合理
用能；高标准落实市县污染天气分级响
应机制等。

海南23条举措稳定工业增长
聚焦税费减免、融资支持、精准投资、用地保障等

本报八所4月26日电（记者易宗
平）4月26日，省人大常委会同步开展
受全国人大委托的环保法执法检查和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环保法、海南
环保条例执法检查暨环保世纪行活动
启动，检查组的首站检查点为东方市，

后续将赴多个市县开展环保执法检查
和督导。

此次执法检查将紧扣三大重点：法
律法规规定制度的落实及相关配套制
度建设完善落实情况；政府法定职责的
履行情况；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

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据了解，4月26日至5月下旬，检

查组将陆续对昌江、儋州、临高、万宁、
文昌等 11个市县的环保执法情况进
行检查。实地检查内容包括生活污水
处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海岸带保护

修复、工业企业污染物防治、危险废物
处理、城镇内河（湖）水污染治理、生活
垃圾分类、禽畜养殖污染物处理、农业
投入废弃物回收处理、餐馆酒店餐厨
垃圾收集处理及餐饮废水油污分离处
理等。

海南将对11市县进行环保执法检查
环保世纪行活动同步开展

环保执法检查暨环保世纪行

本报八所4月26日电（记者易宗
平）4月26日，2022年省人大常委会环
保执法检查组赴东方市开展检查。

当天，检查组实地检查了东方市昌
化江玉雄饮用水水源地、市水务有限公
司污水处理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华能东方电厂污染防治工作。

总体看，东方市环保执法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该市建立网格化管理制
度，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联防联控
长效工作机制；加大力度推进中央环

保督察和国家海洋督察反馈问题的整
改工作，督促有关职能部门开展建筑
垃圾治理专项整治行动、完成2022年
水产养殖禁养区清退工作、加快全市
城镇污水管网建设等；持续推进问题
矿山修复治理，强化养殖行业规范化
管理等工作。

其中，华能东方电厂在发展循环产
业中推进污染防治工作，经验做法和成
果得到检查组的肯定。该厂狠抓环保
日常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指标达标排

放；注重科技创新，投入3.36亿元技改
资金，完成4台机组的环保超低排放改
造；投入1.63亿元，建设东方临港产业
园供热管网，有效降低了污染物排放；
投入436万元，完成码头岸电建设，为
靠泊船提供清洁稳定电源。

检查组在实地检查中，还发现了东
方市部分老旧管网出现滴漏、污水回收
率有待提升等问题。目前，该市有关部
门正在对相关问题进行精细排查，加快
推进管网改造等工作。

东方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始终把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履职尽责的重点，坚持用严格的
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全面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法治化、制度化，从完善生
态文明建设工作机制、压实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职责、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
坚工作、加强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加快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培育生
态文明文化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做实
做好环保执法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环保执法检查组赴东方检查

加强精细排查 推进管网改造

茶农在白沙五里路有机茶园采摘春茶。（海南省乡村振兴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