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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省委、省政府批
准，海南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五指山市开展督
察。督察进驻期间（2022年5月16日至5月30日），设立专
门值班电话：0898-38629223，专门邮政信箱：海南省五指山
市A002号邮政专用信箱；邮编：572299。督察组受理举报电
话时间为每天8时至12时、14时30分至18时。根据省委、
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督察组主要受理五指山市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
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海南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五指山市督察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省委、省政府批
准，海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文昌市开展督察。
督察进驻期间（2022年5月16日至5月30日），设立专门值
班电话：0898-36880001，专门邮政信箱：海南省文昌市
A003号邮政专用信箱；邮编：571300。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
时间为每天8时至12时、14时30分至18时。根据省委、省
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督察组主要受理文昌市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海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文昌市督察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省委、省政府批
准，海南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定安县开展督察。
督察进驻期间（2022年5月16日至5月30日），设立专门值
班电话：0898-63833575，专门邮政信箱：海南省定安县
A003号邮政专用信箱；邮编：571200。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
时间为每天8时至12时、14时30分至18时。根据省委、省
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督察组主要受理定安县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海南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定安县督察公告

奋进自贸港 建功新时代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陈蔚林）5月17
日，根据省委部署，2022年新任市县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和省第
八次党代会精神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海口
开班。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省长冯忠华出席开
班仪式并讲话。

参加培训班的148名新任市县领导干部，任
期与“十四五”规划高度契合，肩负着跑好自贸港
建设“第一棒”的重任，需要通过深入学习坚定理
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在理论素养、政治觉悟、领
导水平、专业能力等方面与时俱进，更好地适应新
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会议要求，参训学员要充分认识这次学习培
训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学习培训的目标要求，端
正学习态度、认真交流研讨、遵守培训纪律，确保
学出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自觉，学出解放思
想、开拓创新的思路举措，学出拼搏实干、攻坚克
难的担当本领，努力成为自贸港建设各条战线上
的“行家里手”，充分展示新一届市县领导干部的
崭新风貌。

根据计划安排，为期两天的培训中，学员们
将围绕营商环境、招商引资、封关运作、金融服
务、国土空间规划、清廉自贸港建设、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主题展开
学习研讨。

2022年新任市县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和省第八次
党代会精神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开班

努力成为自贸港建设
各条战线上的“行家里手”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昂
颖）5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对外
开放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专场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5年来，省委外
办积极利用238批1345人次使节来
访向世界各国宣介海南；促成30家
外资、港资企业签约入驻海口全球贸
易之窗；引进50多个外资项目；协助
洋浦引进一批重量级产业项目，服务

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效明显。
与此同时，省委外办积极利用博

鳌亚洲论坛平台，助推海南成为新时
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和展示中国
风范的靓丽名片。推动成立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邮轮旅游城市联盟、海南
自由贸易港—东盟智库联盟等国际
合作联盟，首发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
综合评价研究报告等；推动我省18

个市县3841个公共场所规范建设近
23万块外语标识标牌，协助海易办
（英文版）APP政务服务上线。

此外，海南国际“朋友圈”越来越
大。新增国际友城11个，国际友城
数量增至65对；柬埔寨驻海口总领
事馆于2019年成功开馆，博鳌亚洲
论坛海口办公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系学校国际中心、柬埔寨（海口）商

务中心等相继落户；线上“云对话”
“云推介”“云签约”活动频繁，线下企
业对话会、商务代表团考察等交流活
动密集举办；依托友城打造的岛屿观
光政策论坛、中国—东盟省市长对
话、海南·柬埔寨光明行等友城合作
品牌项目，得到广泛认同和好评。

据介绍，省外办将继续用好对外
推介、宣介重要平台，在省内外举办

系列大型会展活动以及重要的论坛、
推介活动，邀请外国驻华使领馆和国
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感受海南的发
展变化，推介海南各方面的优惠政
策。同时，通过“云推介”与线下交流
相结合的方式，与国际友城、驻外使
领馆、外国驻华使领馆以及驻华商协
会等开展专题交流会，促进产业合作
和人文交流。

省委外办积极开展对外宣介，促进产业合作和人文交流

扩大国际“朋友圈”加强政策“云推介”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昂
颖）5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对外开
放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专场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21年，全省接待国内
外游客8100.43万人次，恢复至2019
年的97.5%；旅游总收入1384.34亿
元，较2019年增长30.9%。

据介绍，下一步，省旅文厅将大
力发展海洋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

游等，推动形成三分之一的游客在原
来的三亚等传统热带滨海地区，三分
之一的游客到中部热带雨林和广大
农村，三分之一的游客到环岛旅游公
路及其驿站上；积极发展科普、研学
等旅游新业态，持续巩固提升美丽乡
村建设成果，大力发展有特色、个性
化、受欢迎的乡村民宿，做优做精乡
村旅游。积极推进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区建设，培育旅游、演艺等旅游
项目，加快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

同时，省旅文厅将拓展旅游消费
空间，推进“旅游+消费”“旅游+工
业”“旅游+农业”“旅游+会展”“旅
游+体育”“旅游+医疗”“旅游+康养”
等新业态，大力弘扬发展黎苗文化、
琼剧文化、华侨文化以及历史文化
等，推动其与旅游融合发展，培育一

批精品景区、研学产品和旅游线路。
在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方面，省

旅文厅将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酒店、
主题乐园等旅游品牌，探索制定具有
海南特色的旅游服务标准，针对境外
重点客源地开展线上线下推广活动，
与世界旅游组织、头部旅游企业、国
际大型演艺机构、国际体育机构等国
际组织开展合作交流。

此外，省旅文厅将探索建立以大
数据为依托的“云监管”服务平台，深
入推进旅游质量标准化建设，积极推
进旅行社等级、旅游景区A级、旅游度
假区等级、乡村旅游椰级、乡村民宿金
宿银宿等多项等级评定工作，建立旅
游诚信系统、旅游信用账户，严厉打击
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
积极营造稳定有序的旅游消费环境。

省旅文厅将大力发展海洋旅游等,加快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

拓展旅游新业态 探索市场“云监管”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昂
颖）5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对外
开放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专场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年，我省现
代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2.2亿美元，
占全部外资比重的91%，现代服务业
十大领域全部实现外资到资。

据统计，2021年海南实际使用
外资35.2亿美元，同比增长16.2%。
去年，我省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
325.89亿元，同比增长7%，占全省同

期进出口总额22.1%。外商投资企
业成为我省外贸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省商务厅介绍，海南积极克服不
利因素影响，多措并举促进货物进出
口实现历史性突破。2021年，海南
货物进出口1476.8亿元，同比增长
57.7%，4年增速达40.4%，进出口、
进口额均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离岸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快
速发展。2021年，海南本地银行离
岸贸易全年实现收支总额74.8亿美

元，跨境电商出口货值0.98亿元。此
外，海南服务贸易加快发展。2021
年，实现服务进出口287.79亿元，同
比增长 55.54%。多业并进态势明
显，海运服务等重要行业实现倍增。
知识密集型服务中，金融、保险、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版块均实现倍
增。数字贸易呈现高活跃度。

2018年以来，我省消费领域开放
步伐加快，大幅度提高海南离岛免税
购物限额，丰富商品品类，增加经营

主体和免税门店，优化提货方式，离
岛免税成为吸引境外消费回流的“金
字招牌”。截至2021年底，全省离岛
免税店从4家增加到10家，引进国际
消费品牌从最初的不到100个发展到
超过1400个。2019年至2021年，海
南离岛免税购物销售总额累计超过
1000亿元，年均增速达81.28%。

据介绍，我省将进一步优化免税
店布局规划，加快引进高端畅销商品
和国内生产的优质商品、国潮品牌，提

升市场承载能力；加强免税店硬件设
施建设，全面提升销售、提货、售后等
行业管理服务水平，逐步建立以消费
者保护为核心的免税市场监管体系，
打造一流免税购物环境；组建海南免
税协会，推动实现“价格、品牌、品种”
与国际三同步，促进免税行业健康发
展；开展免税购物旅游宣传促销活动，
发放全岛通兑离岛免税购物消费券，
在重要时点开展满减、折扣等促销，推
进“旅游+免税”高质量融合发展。

省商务厅：我省将进一步优化免税店布局规划，打造一流免税购物环境

引进高端畅销品 推动实现“三同步”

抢工期 追进度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 （记者昂颖 特约记
者何光兴）5月17日下午，省委统战部联合省旅
文厅、省卫健委、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
南监管局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司长欧
阳瑜一行在海口举行座谈会，就海南自贸港利好
政策、建设情况及文体、经贸合作等事宜进行深
入交流。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苗延红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指出，海南与澳门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商缘相连、产业相近，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当
前，澳门正积极发展大健康产业，而海南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推进打造的大健康产业发展
迅速且极具特色，海南将加强政策资源共享，为澳
门离岛医疗综合体的筹建提供借鉴。同时，希望
海南与澳门在医疗健康产业、文化旅游、体育赛
事、人才培训、航线互通等方面加强对接，实现互
利共赢。

近年来，海南与澳门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2021年，澳门在海南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1家，同
比增长181.8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862万美
元，同比增长621.71%。

省委统战部与澳门参访团座谈

推动海南自贸港
与澳门联动发展

◀上接A01版
毛万春来到京玉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农林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中心、海口市公安局秸秆禁烧监控
平台等地，了解海口市开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情况。毛万春强调，要坚决守住生态环保底
线，加快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建设，不断提高秸秆
综合利用水平和效益。要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宣
传秸秆焚烧带来的危害以及秸秆综合利用知识、
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升群众参与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

调研组一行来到芳园国际艺术村、茄苪村莲
雾基地、陶公山植物园等地，详细了解海口乡村特
色产业发展、农旅融合等方面的情况。毛万春强
调，要聚焦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色，因地制
宜发展现代农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激发集
体经济的内生动力，深化农村“三变”改革，让广大
群众共享集体经济发展成果。

毛万春还前往五源河创新产业中心、西海岸
贯通工程项目观海台段及东寨港红树林科普馆等
地开展调研。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罗增斌参加调研。

◀上接A01版
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讲话和考察海南重要讲话
精神，按照省第八次党代会部署，巩固脱贫成
果，巩固住再往前走，同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
接，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上。要把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坚决扛起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
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入分析反馈问题产生原因，举一反三，全面
排查，细化措施，一个一个销号，拿出过硬作
风，从严从实、全力以赴抓好问题整改。要加强
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
振兴，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立下军令状、
打好翻身仗。

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工作
向纵深发展

全力以赴抓好国家考核评估
反馈问题整改

推动海南
与全球资源
全方位深度链接
◀上接A01版

旅游消费方面，2018年以来，
全省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3.05亿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265.17亿
元。当前，海南旅游产业正处于提
质升级阶段，将在招商引资方面持
续发力，对标国内外行业领军企业、
知名品牌企业开展精准招商；高标
准建设航天、海洋等不同主题的公
园乐园以及国际化、高端化的大型
旅游综合体，支持国际大型旅游开
发和运营主体落户海南，做强旅游
消费传统业态，拓展旅游消费新型
业态；同时围绕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非核心区开发建设和环岛旅游
公路驿站建设开展精准招商。

在商务领域对外开放工作方
面，近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
策和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以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点的150多
项政策文件落地生效。三张“零关
税”清单出台并不断优化，全国首
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最短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地实
施。同时，“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进出口管理制度试点推进并增点
扩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准备工
作全面启动。

据统计，5年来，我省实际利用
外资累计超过90亿美元，接近之前
30年的总和。同时，我省贸易结构
不断优化。2021年，海南传统出口
商品如成品油、纸及纸制品、水海产
品占比由56.4%下降为40.1%，电
动平衡车、疫苗、汽车零配件、电工
器材等商品成为出口新增量。

本报万城5月17日电（记者易
宗平）5月17日，省人大常委会环保
法执法检查组赴万宁市，在多个点位
实地检查。

其中，在兴隆污水处理厂，检查组
在中控室查看了该厂运行情况，并了
解到该市部分管网陈旧破损，有待改
造升级，雨污有待分流。在东澳镇丰

美村，检查组发现田洋里有不可降解
的废弃地膜。

检查组还到万宁市龙滚镇蓝田村
暗访。有举报者称，该村山钦庙前有
部分海防林被毁，建起了收费停车
场。暗访人员在现场看到，海岸线
200米范围内确有一块冲积了不少沙
土的平地，但已栽种了20余株椰树幼

苗，未见泊车现象。龙滚镇政府、蓝田
村支部有关负责人说，将继续补植椰
树苗，加强海岸生态管护。

针对检查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万
宁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整
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
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积极推进
生态文明体系和机制建设，着力提升
环境监测监管能力，全方位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

当天，万宁市政府立行立改，及时

安排人力对东澳镇丰美村田洋里的废
弃地膜进行清理，到傍晚时分已清理完
毕，将废弃地膜运送到了回收处理点。

万宁市政府有关负责人汇报：近年
来，万宁坚持生态立市。其中，2021年
全市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占比
98.9%；现已完成41个秸秆监控系统
点位建设，建立预警处置闭环管理机
制，完成率达100%；推动44家槟榔初
加工企业首次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行列，着力促进槟榔产业健康发展。

省人大常委会环保法执法检查组赴万宁检查

现场“把脉问诊”推动立行立改

近日，在东方滨海片区（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区，工人们在忙着施工。据悉，该项目安置区建设任务总计5000
套，分为就地安置、就近安置。目前部分建筑已经开始装修。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环保执法检查暨环保世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