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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特别报道正是扬帆搏浪时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张
惠宁）6月29日，“奋进自贸港 建功
新时代”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

“打造最美滨海城市 争当自贸港优
等生”万宁专场举行。海南日报记者
从会上获悉，万宁将以热作高新产业
为重点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发展体
育旅游产业打造“活力海岸”，持续优
化万宁营商环境，以小海治理作为全
省“六水共治”样板，争当海南自贸港
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打造最美
滨海城市。

据介绍，近年来，万宁市立足全
省四大主导产业，结合万宁资源禀赋
优势，谋划打造热带高科技农业等四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围绕发展重点
产业组建专业化招商和闲置土地处
置专班，建立市领导服务推进项目机
制，落地大唐电力等30个产业项目，
逐步摆脱“房地产依赖症”。近年来，
万宁GDP增速、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固投增速、旅游总收入增速位居
全省前列。

“努力实现‘十四五’期间主要
经济指标追赶超越东部沿海兄弟市
县，争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打造最
美滨海城市。”万宁市委书记盖文启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万宁将从六
大方面发力，为推动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进入不可逆转的发展轨道作

出万宁贡献。
在以热作高新产业为重点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方面，万宁将引进国家
重点科研机构和团队，推动兴隆咖啡
等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
发展，形成有规模的热作高新产业。
全力构建以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体育
旅游消费、新型工业、海洋经济为主
导产业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打造“活力海岸”方面，万宁将
常态化举办世界级冲浪赛事，招引大
型企业打造世界级湾区。做好“旅
游+消费”文章，打造万宁沙滩音乐
节固定“IP”，做大海湾“夜经济”。

在以制度集成创新推进自贸港

建设方面，万宁将配合省里做好全
岛封关运作准备；全面深化“准入即
准营”改革，打通审批服务、事中事
后监管和信用管理间的数据壁垒；
一体建设诚信政府、诚信企业和诚
信个人。

在打造最美滨海城市方面，加快
打通小海南汊道疏浚潮汐通道，推进
小海红树林种植、海草床修复与海藻
种植；建设万亩工厂化渔业养殖基
地，稳妥有序引导3000户渔民向工
厂化养殖和休闲渔业转产转业。依
托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资源，发展生态
旅游和全域旅游。

在民生方面，万宁将多措并举引

导农村劳动力务工，打造高质量就
业；加快建设北师大万宁附小，积极
争取省高职分校落户万宁；深化“三
医联动”改革，落实分级诊疗制度；以

“数字化+网格化”推进基层治理现
代化；加快城市更新，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

在以高质量党的建设引领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万宁将扩大党
组织有形有效覆盖；开展能力提升建
设年活动；完善引才、育才、用才、留
才机制；强化对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

“一把手”的监督，以零容忍态度惩治
腐败，以清廉万宁建设为清廉自贸港
建设探索路径。

万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打造最美滨海城市 争当自贸港优等生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刘
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6月29日，

“奋进自贸港 建功新时代”系列专题
新闻发布会第三十五场在海口市举
行，昌江黎族自治县以“彰显山海黎
乡特色 ，推动昌江绿色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详细介绍如何构建

“五地两县”新格局以及打造海南西
部一流旅游目的地。

过去五年，昌江经济发展活力不
断增强。其中，2021年，昌江地区生
产总值143.74亿元，同比增长8.6%，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排名全省第二；新
增市场主体3153户，首次突破3000
户大关；96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开

工，总投资658亿元；清洁能源高新技
术产业园获批省级园区，以核电为主
导的清洁能源产业累计产值174亿
元；核电二期、核电小堆累计完成投
资超85亿元。“春赏木棉红、夏品芒果
香、秋游棋子湾、冬登霸王岭”旅游格
局形成，三产结构比例不断优化。

今后五年，昌江将锚定“一本三
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构建“五地两
县”新格局，即海南西部一流旅游目
的地、海南创新能源产业基地、海南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产业基地、特色文
化产业聚集基地、现代海洋渔业综合
基地和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县、全省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示范县。

如何构建“五地两县”新格局？
昌江县委书记陈儒茂表示，将坚持

“一盘棋”理念，融入新发展新格局，
在全省统筹指导下，编制新一轮空间
发展战略规划，进一步明晰融入儋洋
经济圈、共建滨海城市带、与中部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其他片区联动发展
的具体实施路径，谋划打造山海黎乡
特色的西部滨海城市，服务和融入

“三极一带一区”；加强与北部湾经济
组织、粤港澳大湾区、泛珠地区、长三
角地区等区域战略合作，重点与苏
州、无锡等地探索发展“飞地经济”，
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在打造海南西部一流旅游目的

地方面，昌江拥有海南旅游所需要的
元素，计划利用优质资源建设一流的
旅游大景区，发展“一片一线一带一
路一中心”全域全季全时旅游格局。

“一片”即霸王岭、王下、七叉木
棉的森林片区。昌江将重点推进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4A级
景区，依托王下乡国家“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打造“黎
花里”中国第一黎乡。

“一线”指海岸线。昌江将重点
推进棋子湾省级旅游度假区、棋子湾
国家海洋公园、海尾湿地公园4A级
旅游景区建设，打造“中国西岸·小众
天堂”的旅游品牌，举办“棋子湾围棋

大赛”活动赛事。
“一带”即沿昌化江一带，昌江将

充分挖掘黎族苗族民俗文化、古人类
文化等，重点推进昌化江入海口景
区、昌化江畔木棉景区、“三月三”黎
族发源地等特色旅游品牌景区建设。

“一路”是指棋子湾至叉霸旅游
公路沿线的乡村旅游。

“一中心”是指石碌镇作为旅游
集散中心。昌江将深度挖掘黎族文
化、东坡文化、峻灵王文化等优势资
源，通过大力挖掘发展史前文化、深
度开发黎族苗族文化、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展现山海黎乡人文资源
的独特魅力。

昌江聚焦构建“五地两县”新格局，打造海南西部一流旅游目的地

彰显山海黎乡特色 推动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我省启动2022年工业企业
小升规奖励资金申报
将奖励企业管理团队10万元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邵长春）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2年工业
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申报工作。我省对首次升规
纳入海南省统计的工业企业，将给予企业管理团
队10万元奖励。

此次奖励对象为在海南生产经营的小微型工
业企业；申报时未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经营异常名录、信用中国网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无欠缴税款；且申报单位于2021年首次升规纳入
海南省统计（在2021年2月月度及2021年年度
以规下升规上类型申报入库的工业企业），且生产
经营情况正常，正常联网直报统计数据。

我省对首次升规纳入海南省统计的工业企
业，将给予企业管理团队10万元奖励。各符合条
件的企业须于7月15前在“海易兑”系统中进行
申报，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值得注意的是，工业
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与激励企业上规模奖励资金
不能重复享受，企业勿重复申报。

第十一届海南省优秀企业、
优秀企业家评选结果出炉

40家企业获评
“海南省优秀企业”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张
晨曦）6月29日，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
协会在海口举行2022年海南企业家活动日暨第十
一届海南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齐鲁制药（海南）
有限公司等40家企业获“海南省优秀企业”荣誉称
号；海南鸿洲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2家企业获

“海南省优秀企业提名奖”；椰树集团董事长王光兴
获“海南省优秀企业家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海南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艾
轶伦等10位企业家获“海南省优秀企业家”荣誉称
号；海南第一成美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士泉等3位企业家获“海南省优秀企业家提名奖”。

据悉，海南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评选每两
年举办一次，旨在通过表彰并宣传一批有创新精
神、坚持诚信守法、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断拓展国
际视野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引导更多企业、企业家不断提升企
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加快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应急演练保安全
6月28日上午，海口海上搜救分

中心在海口秀英港 4 号锚地举办
2022年琼州海峡客滚船海上应急救
助综合演练。

大图为“船舶消防救助”科目中，
“南海222”轮（图右）和“南海救115”
轮（图左）用消防炮对遇险船舶进行降
温灭火。小图为遇险船舶开展自救，
利用快速垂直撤离系统组织遇险人员
撤离。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中国国际餐饮业投资
与合作大会在海口举行
海南酒店与餐饮职业教育集团揭牌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罗霞 赵优）6月
29日，以“新机遇，新消费，新趋势”为主题的2022
中国国际餐饮业投资与合作大会在海口举行。与
会嘉宾紧扣“投资与合作”方向，寻求抓住海南自
由贸易港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机遇，参与海
南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本次大会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海南省酒店与
餐饮行业协会等主办，设置了主论坛、分论坛、资源
对接会、人力资源峰会、名厨委年会、旅文推介会等
多项主题活动。大会期间，“农垦热作”2022中国
餐饮业投资与合作论坛暨供应链资源对接会、华南
酒店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全国酒店餐饮人力资源峰
会等系列活动一一举行。

大会特设全球线上连线直播和云端国内直
播，美国、日本、新加坡、法国、荷兰等50多个国家
中餐业相关协会线上参会，分享行业智慧。

大会期间，海南酒店与餐饮职业教育集团揭
牌。该集团将深耕海南，为酒店与餐饮行业培育更
多、更好的实用型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此外，全省酒店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
体合同签约仪式举行，生效后的合同覆盖省内近6
万家酒店餐饮企业，惠及行业内超过45万职工。

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
获海关高级认证企业证书
系洋浦保税港区首家通过
海关AEO高级认证的企业

本报洋浦6月2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艾韬）6月29日上午，海南澳斯
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收到海关AEO高级认证企
业证书，标志着洋浦保税港区拥有了首家海关
AEO高级认证企业。

海关高级认证是各国海关共同认可的国际贸
易企业最高信用等级，通过条件苛刻，具有审核标
准高、申请难度大等特点，通过认证的企业可享受
与我国实施AEO（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的国家
（地区）及经济体给予的通关便利，同时还可享受
降低平均查验率、优先办理海关手续、海关为企业
设立协调员等优惠措施。

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将继续深入落实海关总署
促进外贸保稳提质措施及海口海关相关细化措
施，密切关注辖区重点企业、高信用企业动态，加
强对进出口数据、业界动态关注研判，研究提出针
对性帮扶措施，推动辖区更多企业成为海关高级
认证企业。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见习记者 陈子仪

6月29日上午，定安县龙门镇大
山村的大榕树下热闹非凡，120多名
新、老党员与群众围坐一堂，共温党的
历史，共话使命初心。

一大早，不少村民从自家拎着小
板凳来到这里，距离活动开始还有半
个多小时，榕树下的空地已基本被“抢
占一空”。村民莫安庆笑着说：“每回
都是这样，一听说‘大榕树话初心’又
要开讲，大伙儿都高兴得不得了！”

这是定安持续推进“大榕树下话
初心”主题宣讲活动的一个缩影。该
活动以在“大榕树下”开展为特色，自
2021年以来，已逐步发展成为定安常

态化、长效化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一
大特色化主题宣讲平台。

为何将宣讲活动开在大榕树下？
定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利泽说，一
方面，琼崖革命诸多重要会议都是在榕
树下召开，另一方面，定安生态资源丰
富，各个村庄里榕树并不少见，不少群
众平日里就喜欢在榕树下聚集乘凉。

“‘榕树下’不同于严肃的教室课
堂，在村民熟悉的场景里开展宣讲活
动，不仅更接地气，同时也更能让党员
干部和群众有更强烈的代入感和融入
感，让‘家门口’的红色资源成为学习
教育的‘活教材’。”利泽说。

为了让榕树下的宣讲活动既具理
论“高精尖”，又有生活“烟火气”，定安
下了一番苦功。

定安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晓
迪表示，为了让宣讲活动更“聚人气”，
定安不断从百姓的寻常生活中寻找灵
感，通过与乡土特色相结合、与琼剧艺
术相融合，与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相
契合等创新方式，推动基层党史学习
教育“声”入人心。

以定安县龙湖镇为例，在近期开
展的宣讲活动中，该镇在向党员干部
和村民宣传介绍省第八次党代会精
神的同时，结合新时代文明示范所
（站）的志愿服务活动，向群众科普乡
村振兴以及农业科技等知识，受到群
众欢迎。

不仅如此，共唱琼剧、开办书画流
动展等创新方式在定安“榕树下的课
堂”里“遍地开花”。不少村镇还结合
海南话授课形式，通过群众喜闻乐见、
听得懂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唱响红
色旋律，让如今的“大榕树下话初心”

活动更“接地气”，也更“冒热气”。
“群众的‘小板凳’拎到哪儿，我们

的活动就搬到哪儿。”王晓迪介绍，除
了丰富宣讲形式，定安还针对不同受
众群体，组建了县委宣讲团、百姓宣讲
团、青年讲师团、“夕阳红”宣讲团、“红
领巾”宣讲团等9个宣讲团和20余支
宣讲小分队。同时借助身边榜样讲

“活”身边的故事，如今，王学广、李国
超、曹绍烈、吴玲、孙衍吾等一批定安
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在“大榕树下话
初心”这个宣讲平台上广为传颂，他们

“心中有信仰，眼里有光芒”的党员形
象，成为大榕树下群众党史学习教育
的榜样力量。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学生陈才东，
近期参加了龙湖镇里变村“大榕树下
话初心”主题宣讲活动，他对此感触颇
深。“聆听了这样‘接地气’的宣讲，让
我深深感受到当下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
我们今天的和平安定，作为一名党员、
一名学生干部，我要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汲取前进的动力与智慧，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贡献自己力量。”

不忘来时路，奋进新时代。定安
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大
榕树下话初心”主题宣讲活动已在定
安全县举办了150多场次，6500多名
党员群众参与其中。在该活动的推动
下，如今的定安已形成了“处处是课
堂、人人学党史，党员在身边、服务在
身边”的浓厚氛围。

下一步，定安将持续擦亮“大榕树
下话初心”品牌，推动省第八次党代会
精神走进基层，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
涵，用乡音乡语让党代会精神和党史
故事“声”入群众，以优异的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迎接党的二十大。

（本报定城6月29日电）

定安持续开展“大榕树下话初心”宣讲，创新形式让党的声音更接地气、更聚人气

大榕树下开课堂 红色阵地聚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