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8日，在五指山红峡谷景区，游客体验峡谷漂流项目。
随着气温升高，五指山红峡谷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上升，其中峡谷漂流项目

备受游客欢迎。据了解，红峡谷漂流全程3.8公里，落差百余米，最大落差13
米，河道多岩滩激流，沿岸为原始热带雨林。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山涧漂流
清凉消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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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李磊）
6月8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与浙江吉利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海口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省委书记沈晓明、省长冯飞、吉利控
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见证签约。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新能
源汽车制造及相关产业、科技融合新产

业、教育产业等领域加强合作，合作内容
涉及新能源专用车及产业链项目、高端
进口汽车改装制造、绿色产业融合、摩旅
文化、通用航空、商业航天、海上浮式装
备旅游综合体、产教融合等项目领域。

签约仪式上，海口国家高新区与吉
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

计划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吉利新能源
专用车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海南首个新
能源专用车项目。

签约仪式前，冯飞会见了李书福一
行。

省领导罗增斌、倪强，省政府秘书长
符宣朝参加上述活动。

省政府与吉利控股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沈晓明冯飞证签

本报海口6月 8日讯 （记者陈蔚
林）6月8日，我省市县党政领导干部乡
村振兴主题培训班结业式在海口举
行。省委副书记徐启方出席并讲话。
副省长刘平治主持。

这次培训班是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和省
第八次党代会精神，落实省委“能力提
升建设年”活动要求，提高市县抓“三

农”工作的能力水平举办的。通过培
训，学员们进一步增强了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达到了预期效果。

会议要求，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以实绩实效
忠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 下转A03版▶

提高“三农”工作水平 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我省市县党政领导干部乡村振兴主题培训班结业
徐启方出席结业式

■ 本报记者 袁宇

《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
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由海南省第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于2021年12月1日通过，自2022
年1月1日起施行。《规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
规，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实际制定，旨在
有效处置闲置土地和充分利用土地，促
进节约集约用地。

法规名片
法治化手段破解闲置和

低效土地处置难题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
由贸易港法》第四十九条“充分利用闲置
土地，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开
发的土地，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
一年未竣工的，应当在竣工前每年征收出
让土地现值一定比例的土地闲置费”的规
定，2021年12月1日，海南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规定》。
《规定》共十五条，完善了我省闲置

土地处置政策制度，不仅有利于破解我
省闲置和低效土地处置难题，促进土地
集约节约利用，也是推进海南高质量发
展、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要。

实践案例
“土地超市+闲储置换”

推动投资落地

近日，海南云兴康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与三亚市政府签署了《“闲储置换”意
向协议书》，双方同意将原有偿收回方式
处置调整为置换方式处置，目前正在办
理土地置换手续。 下转A06版▶

《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推动破解闲置和低效土地处置难题

盘活低效土地 唤醒“沉睡”资源
法治先行，护航自贸港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符厚胜）连日来，全长121.88
公里的国道G360文昌至临高公路项目
全线加快建设，预计今年底前全线建成
通车，届时文昌至临高车程将由现在的
2个多小时缩短至70分钟。除文临公
路外，G15沈海高速海口段、省道S203
铺文线铺前至宋氏祖居段均力争2022
年底通车，海南交通网络将进一步织密。

海南这3条公路有望2022年底建
成通车的背后，离不开我省统筹资金要
素保障。省财政厅提供的信息显示，
2018年至2021年，省财政统筹省级财
政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地债资金共计
2099亿元，支持海南自贸港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其中，2018年392.24亿元，
2019年499.4亿元，2020年586.32亿
元，2021 年 621.1 亿元，年均增长
16.55%，特别是2021年以来，省财政厅
积极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新政三

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支持“五
网”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建设，加强海
南自由贸易港重点项目资金要素保
障，有力确保了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新政三年
行动方案（2021-2023年）》提出，围绕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以
及先进制造业、“五网”基础设施、民生
公共服务、社会投资等重点领域，高度
聚焦投资效益与质量，每年完成投资
增速不低于10%。其中，产业投资增
速12%左右，基础设施投资增速3%左
右，民生公共服务投资增速10%左右，
社会投资增速10%以上，力争总投资1
亿元以上项目占全年投资的比重每年
增加2个百分点以上。

2021年以来，海南积极开展投资
新政三年行动，以有效投资为引领，投
资结构不断优化，产业投资占比持续提

升。2021年产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较
2016年提升9.2个百分点，特别是制造
业投资大幅增长，2021年制造业投资
是2016年的2.7倍，年均增长21.9%，
为现代产业体系蓄积强劲动能。

省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
至4月，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
同期增长9.7%。产业投资占比持续提
升，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开发）较去年
同期增长29.4%，高出全省投资增速
19.7个百分点。产业投资占全省投资的
比重为32.7%，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5.0
个百分点；对全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
83.7%，拉动全省投资增长8.1个百分点。

1月至4月，基础设施投资较去年
同期增长12.3%，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
24.7%，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0.5个百
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及公共服务投
资占全省投资的比重则分别较去年同
期回落4.6和0.9个百分点。

省财政近4年统筹资金约2100亿元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有保障 项目推进快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罗霞）
6月8日，省商务厅通报2022年度省级
会展项目支持计划。我省计划支持30
个会展项目，支持金额达1.26亿元，为
会展行业纾困解难，支持会展经济发展。

30个会展项目中，由省政府主办或
参与主办的项目共7个，包括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等；由社会资本主办的项
目共23个，包括全国同行业内规模排名
前三的展览项目4个，省级重点培育的
现有品牌专业展览6个，高端国际专业
会议13个。30个会展项目均由我省各
产业主管部门推荐，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任务密切相关，涉及旅游、体育、海洋、医
疗健康、种业林业、医美、建筑、设计、消
费、清洁能源等行业，呈现出“会展带产
业，产业促会展”的趋势。

据测算，由社会资本主办的23个省
级会展项目将吸引社会资本投入2.83亿
元，事后奖励资金8257万元，资金撬动
比例达到1：3.4。 下转A06版▶

我省安排1.26亿元支持会展业发展
助企纾困 推动发展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傅人
意）《海南省超常规稳住经济大盘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近日正式印
发实施，围绕“七个超常规、一个统筹”提
出47大项共120分项措施，千方百计稳
住全省经济大盘，全力以赴实现全年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目标。6月8日，《行动
方案》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

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厅局相关负责人
围绕超常规刺激消费回补、财政助力中
小微企业纾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等几
个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方面进行解读。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许兰总结了
《行动方案》具有“行动特别迅速、坚持迎
难而上、上下同心协力、全面深度发力”四
大方面的特点和亮点。“尤其是，在经济下
行压力明显加大的情况下，海南提出‘4月
见底、5月回升、6月恢复正常’经济目标，
并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增速保持全国前列

的年度目标，同时将全省全年投资增速目
标由8%提高到10%，体现了省委、省政
府迎难而上、自我加压的决心，彰显了推
动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信心。”许兰说。

《行动方案》提出了120个分项举
措，涉及所有经济工作的基本面，
包括强化投资关键支撑、为市场主体
纾困解难、促进充分就业、加强民生保
障和保供稳价、刺激消费回补、稳定外
贸外资增势、强化稳增长供给侧动力。

下转A07版▶
（相关报道见A04版）

由中建一局承建的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EPC项目正有序推进，项目主体
结构目前已全部封顶，预计今年10月竣工。

据了解，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项目总建筑面积为8.85万平方米，新建床位
500张，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儋州市医疗体系。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儋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主体结构全部封顶

《海南省超常规稳住经济大盘行动方案》提出47大项120分项措施

全力以赴实现全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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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海洋科技创新
的澎湃动能

（A02版）

众说 迁

践行嘱托十年间

部
分
行
动
措
施

刺激消费

追加安排1亿元消
费券资金

连月采取多样化、
创新型促销活动

民生保障

切实做好临时受困
群众紧急救助

全面落实“菜篮子”
保供稳价工作

促进就业

企业招用应届高校毕
业生给予一次性扩岗补贴

中小微企业、大型企业
稳定就业的稳岗返还比例
分别提至90%和50%

助企纾困

进一步加大增值税
留抵退税力度

阶段性缓缴三项社
保费政策延伸至17个困
难行业

中科院深海所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在开展深海开发技术
研究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万米潜航
逐梦深蓝

中国深海科考领域实现
“从跟跑到局部领跑”的跨越

为建设海南自贸港
实现海洋强国梦贡献力量

海南以产业链布局生态链、
以生态链提升创新链，推动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

“链”出医药“千金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