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有雷阵雨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偏南风3级 温度 最高33℃ 最低26℃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966123 邮箱：hnrb_xfjb@163.com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D A I L Y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星期三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今日12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壬寅年五月十七 廿三夏至 2022年6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3991号 15

沿着总书记考察海南的足迹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海南不断擦亮离岛免税购物“金名片”，“海南购”正源源不断吸引境
外消费回流

免税强磁力激发消费新活力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李磊）
6月14日，省长冯飞前往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调研“土地超市”信息平台建设
运营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安排部署
下一步工作。

在观看了“土地超市”信息平台功
能的演示、听取关于平台建设运营情况
的汇报后，冯飞充分肯定了平台前期谋
划建设工作，他指出，“土地超市”信息
平台的设立并顺利上线运营，可有效解
决土地等要素保障不充分、不及时问

题，促进项目“签约即拿地”“拿地即开
工”，并可通过平台实现“阳光交易”，优
化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事中事后有效监
管。要进一步加强平台建设，努力将平
台打造成国土空间智慧治理3.0框架下
的重要模块，成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

“金字招牌”。
冯飞要求，要不断提升“土地超市”

信息平台的“量”和“质”，坚持“进‘超市’
是原则、不进‘超市’是例外”，拓展土地
来源渠道，充分下放审批事项，确保“超

市”内有“抢手货”；及时补齐基础性工作
短板，以制度保障数据共享，实时更新数
据，开展数据清洗，不断提升数据质量。
要抓好应用场景建设，在闲储置换、农村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共享农庄等领域进
一步创新应用场景。要加强各平台链接
联动、无缝衔接，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闭
环管理。要发挥好平台事中事后有效监
管的作用，主动发现问题，快速解决。

省领导王斌、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
参加会议。

冯飞调研“土地超市”信息平台建设运营工作时要求

推动平台“量”“质”双提升
打造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金字招牌”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罗霞）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
称第二届消博会）筹备工作积极推进，国
内外知名企业踊跃报名参展。据第二届
消博会组委会6月14日提供的最新统
计显示，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含中国）
的企业和品牌已确认参展。

鉴于疫情防控形势，原定于今年4
月举办的第二届消博会延期至今年7月
26日至30日在海口举办，将于7月25
日晚举行开幕式。本届消博会展览面积
将从首届消博会的8万平方米扩至10
万平方米，其中国际展区由首届的共计
6万平方米增加至8万平方米，国内展区
共计2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国际展区参展企业740
家，参展品牌1322个，来自58个国家和
地区，法国将担任第二届消博会主宾国；
国内展区将迎来全国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参展，五粮液、片仔癀、科大讯飞、
华熙生物、国瓷永丰源等国内知名品牌
确认参展。

与首届消博会相比，第二届消博会
国际展区将新增部分细分行业的全球头
部品牌，重点国别和地区参与度更高，不
少首届参展头部品牌扩大参展规模，瑞
士历峰集团、英国戴比尔斯集团、法国开
云集团旗下品牌Qeelin、瑞士斯沃琪集
团、法国欧莱雅集团、美国雅诗兰黛集
团、日本资生堂集团等一批国际知名企

业和品牌将亮相。
本届消博会期间还将举行一系列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包括全球消费
论坛等，不少全球头部品牌也将推出新
品首发首秀活动。

第二届消博会由商务部和海南省人
民政府主办，商务部外贸发展局和海南国
际经济发展局承办，主题为“共享开放机
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消博会继续坚
持精品路线定位，将更加聚焦全球消费精
品和首发首秀新品，汇聚全球头部品牌和
专业采购商，力争打造成为推动高水平对
外开放、促进内外市场相通、畅通国内国
际双循环、促进消费升级和消费回流、引
领全球消费时尚的重要平台。

第二届消博会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58个国家和地区的品牌确认参展

本报抱由6月14日电（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吴盛龙）6月14日，中国海
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对外宣布，随着
该公司近日在海南莺歌海顺利完成海
底气井放喷测试作业，我国首套国产
化深水水下采油树正式投入使用。这
标志着我国已具备深水水下采油树成
套装备的设计建造和应用能力，对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推动我国海洋石油
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水下采油树是海洋油气水下生产系
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构建水下油气
井生产管柱的基础，该装备重达55吨，
由超过2500个零部件组成，具备安全隔
离储油层、保证井下作业安全等功能。

长期以来，全球仅有5家欧美公司
掌握水下生产系统的设计建造技术，

导致该装备采办周期长、价格高、维保
难。此次水下油气生产系统工程化示
范应用项目的投用，进一步验证了该
套国产装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标志
我国深水油气开发关键技术装备研制
迈出关键一步。

“在今年5月成功实现海底安装的
基础上，我们依托这套国产深水水下
采油树实施了东方1-1气田乐东平台
周边天然气开发井的钻完井作业，取
得了超过预期的良好效果。”据中国海
油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颜帮川介绍，
放喷测试作业是海洋油气钻完井作业
的最后一个环节，国产深水水下采油
树在43小时的放喷测试作业期间完
成水下采油树液控阀门开关、手动阀
门开关、井下安全阀开关、井下压力计

信号参数设置及数据传输等48项指
定作业任务，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外
同类产品的水平。

中国海油海南分公司总工程师刘
书杰表示，使用国产深水水下采油树
相较采购进口产品节约成本约27%，
同类装备规模化生产后造价有望进一
步降低。依托该装备还可推动一些此
前没有经济效益的油气藏得到有效开
发，这对带动海洋油气装备相关产业
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据了解，水下采油树要在水深超
过500米、温度低于6摄氏度的海底低
温高压环境中稳定工作20年，同时实
现对气井生产油气流的精准操控，这
对装备的设计水平和建造技术提出了
极高的要求。 下转A04版▶

我国首套国产化深水水下采油树在琼投用

装备国产深水水下采油树的“南海七号”钻井平台开展测试作业。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近日，中国
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推动农银金融资
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海南省财金集
团合作设立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
资基金首支子基金——海南穗达股权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穗达基金），并已
实现首单“乡村振兴+绿色低碳+专精
特新”项目投资落地。

由海南省政府出资设立，主要投
向自贸港重点产业、重点园区和重大
项目三大领域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投资基金，预计将形成千亿规模的母
子基金群。穗达基金作为目前唯一实
现落地的自贸港建设投资基金子基
金，规模15亿元，主要投向乡村振兴
和绿色产业等领域。

据悉，穗达基金在成立2个月内便
成功投资安徽丰原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丰原生物）3亿元。丰原
生物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全面掌握乳酸
菌种制备、发酵、提取纯化、聚合成聚乳
酸等全产业核心技术，突破了新材料领

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其产品可有效
解决白色污染、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解
决农林废弃物利用，助力农民增收。

穗达基金投资丰原生物后，将于
年内在海南设立子公司，并在海南投
资建厂，进一步丰富海南绿色产业体
系，推动海南生物基产业基地建设，打
造生物基可降解材料集群，助力海南
全域禁塑。该项目的成功投资，也成
为中国农业银行通过投资拉动地方产
业升级的成功实践。

海南自贸港建设投资基金首支子基金设立
首个项目投向绿色产业等

新闻发布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曹柳）6月14日举行的“蹄
疾步稳以致远 勇毅笃行谱新篇”海口
江东新区专场新闻发布会透露，挂牌2
年来，江东新区紧扣“海南自由贸易港
集中展示区”和“现代服务业示范区”
的目标定位，高起点高标准推进项目
建设、招商引资、生态环境、制度创新、
营商环境优化等工作，目前累计实现
19项自贸港“首单”业务突破，园区营

收突破2000亿元。
作为海南自贸港集中展示区，海口

江东新区已累计实现“首单跨境船舶租
赁”“首支QFLP基金业务落地”“首单
事后审核离岸贸易业务”等19项自贸
港“首单”业务突破。产业方面，总部经
济区目前已吸引重点企业46家，其中
世界500强企业35家；临空经济区聚
焦航空运输、仓储物流、航空维修、跨境
贸易等产业签约落地重点企业43家。
2020年至今，园区已累计建设项目200
个，目前已完工项目72个。

两年来，江东新区各项指标保持快
速增长势头，园区营业收入从2020年的

1108.23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272亿
元，年均增长105%；固定资产投资从
2020年的246.6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
313.2亿元；引进外资从2020年的8.11
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12.69亿美元。
截至目前，园区累计注册企业21149家。

接下来，江东新区将聚焦“出形象、
聚人气、强管理、优服务”等方面开展工
作。将紧扣总部经济区和临空经济区，
在项目建设、土地出让、基础配套、风貌
管控等方面“出形象”。同时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并布局大
型商超、酒店、餐饮、写字楼、娱乐设施等
商业配套，加快完善园区生活配套服务。

江东新区实现19项自贸港“首单”业务突破
已聚集世界500强企业35家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孙慧）
6月 13日，在海口市美兰区板桥溪下
游，吸污车正不断从河道中抽取污泥。

“雨水将地面污染物带入板桥溪沉积产
生淤泥，会对排水流速和水质造成影
响，需要进行清淤维护。”海口市美兰区
治水办工作人员介绍，板桥溪清淤工程
计划本月中旬完成，届时板桥溪水质将
达到地表V类水标准。

今年二季度，包括板桥溪清淤工程
在内，我省同步推进“六水共治”项目
469个，计划完成投资50亿元以上，力
争省级重大水利项目、污水处理、改厕项
目、养殖尾水治理等领域有重大进展，同

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身份注
册登记”等8个专项行动。

为督促项目建设落地，省治水办将
年度治水工作要点细化形成“具体任务
到厅局、指标目标到市县”的工作表，措
施细化到季、项目进度细化到月，形成

“六水共治”月作战督导图。建构全省
“六水共治”项目推进矩阵，实化细化各
项目推进的节点任务、工作措施、责任单
位、完成时限等，并强化各业务部门之间
的协调沟通，及时调度会商，着力解决项
目推进中的突出矛盾和难点问题。

同时，我省将研究设立“六水共
治”基金，统筹各部门“六水共治”资金

集中用于重点项目，并探索将治水项
目与其他经营性项目“捆绑结合”，增
强市场融资能力。此外还将开展“引
智引资”活动，邀请专家团队与有投融
资运作经验的企业同市县对接，提高
市县顶层设计和项目谋划水平，拓宽
市县投融资渠道。

我省还将继续加强治水顶层设计，
完成农村生活污水、城市县城黑臭水体
底数排查，编制省级5年实施方案，逐
步建立不达标断面水体和长期劣Ⅴ类
水体污染源清单等“四张单子”。并按
照分区分类、因地制宜、管护简便、资源
利用、可以持续的原则，在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水产养殖污染治理、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等领域推出典型治理模式，
出台相关指南。

二季度我省同步推进469个“六水共治”项目

近日，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的尚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火龙果基地迎来丰收。该
公司目前已在当地种植各类品种火龙果近1500亩，并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带动村民实
现人均年收入达4.5万元，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火红火龙果
红火好生活

坚决打好“六水共治”攻坚战

持续擦亮离岛免税金字招牌时时时评评评

（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