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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磊 金昌波 尤梦瑜

“14.37万标箱”——这是5月洋浦国际
集装箱码头创下历史新高的单月集装箱吞吐
量。在该码头中控室主任唐兹永心中，有一
个小期盼，希望这个数字早日被刷新。

“988.2公里”——这是环岛旅游公路的
总长度。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疍家渔排
海上民宿经营者郭玉光心中，也有一个小期
盼，希望这个数字早日变为现实，届时公路的
全线通车将给民宿带来更多客源。

这两位生活在琼岛东西两岸的普通人，
和关心海南自贸港发展的大多数人一样，心
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未来的海南自贸港，
会是什么样？

他们期冀的答案，写在另一组数字里
——“1348”。

2022年4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海南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海南加快
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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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9日闭幕的省第八次党代会，明确
提出“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为全省
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
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好今后五年各项工作提
供了“路线图”。

美好蓝图催人奋进，狠抓落实才能成
功。两个月来，全省上下持续掀起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和省第
八次党代会精神热潮，以朝气蓬勃、精神抖擞
的状态，推动“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
落地生根，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锚定新蓝图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夏日的海口，骄阳似火。位于海口国兴
大道的海南省史志馆，高温未能阻挡络绎不
绝前来学习参观的人流。

正在这里展出的“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展”，通过
一张张图文，一幕幕沉浸式体验和场景还原，
让参观者们对海南坚定履行中央赋予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重
大历史使命的伟大进程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

回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之路，始终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
的亲切关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到海南考察指导

或出席重大活动，特别是3次对海南发展发
表重要讲话，赋予海南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
要求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
的示范，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展示中国
风范的靓丽名片，极大提升了海南在全国改
革开放大局中的地位作用，深刻改变了海南
发展的历史进程。

掌舵领航、把脉定向。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如春雷传遍琼州大地。海南大胆
试、大胆闯、自主改，开启新的奋斗诗篇。

“1348”战略框架应运而生——在对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要求进
行深学细悟后，总结近四年来推进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实践，省第八次党代会清晰形成了“一本三基
四梁八柱”战略框架，形成海南未来发展的

“规划图”。
“‘1348’，相当于浙江的八八战略。关

键是形成了共识，升华了认识水平。过去吵来
吵去的事情，现在统一了。知道了哪个是人间
正道，就这么坚定走下去。”习近平总书记在
今年4月考察海南时，语重心长地指出。

一句“就这么坚定走下去”，对于海南来
说，既是肯定，也是鼓励，更是使命。

4月 30日，省第八次党代会闭幕第二
天，省委书记沈晓明带领新一届省委常委班
子到海南省史志馆，参观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展，重
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
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他指出，新一届省委常
委班子要牢记领袖嘱托，时刻对标对表，坚持
以“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为指引，推
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的人间正道坚定不移走下去。

5月5日上午，一场高规格、高水准的专
题研讨班——2022年海南省市县、省直单位
党政正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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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班在
省委党校礼堂开班。沈晓明和省长冯飞分别
作动员讲话和辅导报告，深入阐述“一本三基
四梁八柱”战略框架的丰富内涵，强调要持之
以恒贯彻执行，把海南发展的美好蓝图变成
现实。

这场以“关键少数”为学员的研讨班，通
过发挥示范作用，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推进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在琼州大地
落地生根。

两个月时间里，学习宣传的热潮遍涌琼州大地。
下转A02版▶

本报三亚7月3日电（记者李磊）
7月3日，省长冯飞赴三亚检查调研欧美
同学会第九届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海南
自贸港峰会筹备工作。

冯飞先后来到会议酒店检查年会
疫情防控及接待保障、主题展馆筹备、
年会各项活动场地准备等情况，并主
持召开年会筹备工作现场会，听取省
委统战部、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和各

专班小组关于筹备工作进展情况的
汇报。

冯飞充分肯定了年会前期各项筹备
工作。他指出，要坚持“精彩、安全、务
实、节俭”的办会理念，提升办会的质量、
层次和影响力，统筹做好各项疫情防控
工作，坚持节俭办会，力争一届比一届精
彩。要进一步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明确牵头责任和属地主体责任，确

保上下信息畅通、要求及时传达。要主
动邀请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嘉宾及企
业代表，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营造浓厚氛
围，持续推动人才引进。要通过此次活
动与欧美同学会建立更深层次、更宽领
域合作机制，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做
好各项保障服务。

省领导周红波、倪强，省政府秘书长
符宣朝参加上述活动。

冯飞检查调研欧美同学会第九届年会筹备工作时要求

完善工作机制做好保障服务
确保年会精彩安全务实节俭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周晓梦 特约记者 张振豪 制图/张昕）

离岛免税新政落地两年

“揽金”906亿元 销售件数1.25亿件
7月3日

海口海关发布数据

自2020年7月1日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调整以来

日均购物金额1.24亿元

较新政实施前增长257%
销售金额前三大商品为化妆品、手表、首饰

2020年7月1日起实施的离岛免税购物新政

离岛免税购物额从每年每人3万元提高至10万元

取消单件商品8000 元免税限额

新增手机、平板电脑等7类商品

化妆品单次购买数量从12 件提高到30 件等

截至今年6月底
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商品

销售金额906 亿元

销售件数1.25亿件 购物旅客1228万人次

其
中

新政实施不断释放政策红利，吸引境外消费回流作用更加明显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张春
梅）2022年1月至5月，全省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7.4%，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稳定恢复，投资结构继续
改善，总体保持平稳增长。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了解到的。

产业投资占比提升。前5月全省
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开发）较去年同
期增长21%，高出全省投资增速13.6
个百分点。产业投资占全省投资的比
重为32.2%，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3.6
个百分点；对全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
达80.7%，拉动全省投资增长6个百分
点。其中制造业投资、住宿和餐饮业
投资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89.6%和
68.2%。

基础设施投资有效支撑。今年前
5月基础设施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
8.9%，高出全省投资增速1.5个百分
点。基础设施投资占全省投资的比重
为24.9%，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0.3个
百分点；对全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29.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2个百分
点。截至5月底，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
工程等项目投资进度已达本年计划的
44%，实际投资进度已超时序进度。

工业投资发展亮眼。今年前5月
工业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54.7%，高出
全省投资增速47.3个百分点。工业投
资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16.3%，占比较
去年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对全省投资
增长的贡献率达83.1%，拉动全省投资

增长6.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工
业技改项目投资成倍增长，充分发挥
带动作用。前5月工业技改投资较去
年同期增长 211.8%，占工业投资的
35%。

儋洋经济圈投资发力。今年前5
月儋洋经济圈完成投资较去年同期增
长51%，高出全省投资增速43.6个百
分点；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12.4%，占
比较去年同期提高3.6个百分点；对全
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60.4%，拉动
全省投资增长4.5个百分点。与此同
时，1月至5月，海口经济圈、三亚经济
圈、儋洋经济圈三大经济圈合计完成
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5.6%，合力拉动
全省投资增长4.8个百分点。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省发展
改革委联合多部门出台《关于推动平台
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从健全完善规则制度、
优化发展环境、培育平台经济新增长点
等方面，旨在破解我省信息化平台对经
济的拉动力弱、平台企业“小、弱、散”、平
台经济发展缓慢等突出难题，推动我省
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快速发展。

《意见》指出，要健全完善规则制度，
包括加强制度集成创新、加快完善平台
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标准体系、加强个人
信息保护规范建设等措施。

优化发展环境方面，将出台措施夯
实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底座。按照“智慧
海南”规划布局，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
施，加快信息网络、数据中心、城区光纤
网络等网络关键设备升级改造，为平台
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加强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同时制定外卖员、
网约车驾驶员书面协议等通用示范文
本，并引导平台企业与新业态劳动者开
展协商，健全新业态劳动者最低工资和
支付保障制度，探索平台行业从业人员
薪酬价位信息发布。为调处化解新就业
形态劳动争议，还将推动在外卖员、网约

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集中的企业、行业建设劳动争议调
解组织。

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将拓展
海南数字“三农”平台。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创建数字农业示范基地评选活动，
培育打造一批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平台
企业典型。支持有条件的园区打造平
台经济产业集群，为平台企业集聚、人才
引育、共享共赢、创新孵化提供平台支
撑。同时还鼓励服务业企业平台化发
展，在电子商务、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
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重点企业。

海南多部门联合出台意见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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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月海南投资运行总体平稳
产业投资占比提升 工业投资发展亮眼

⬅ 北京时间7月3日，中国选手陈
艺文（左）、昌雅妮在女子3米板决赛颁奖
仪式后合影。

本组图片由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延缓缴纳的税费到期后，可以从
三方协议账户直接扣款了！”日前，海
南佳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王伟准备办理企业纳税申报手续时，发
现了一个令他欣喜的小变化，“没想到
上次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么快就得到
了解决。”

王伟口中的“上次”，是指我省在5月
31 日开展的“政企面对面、服务心贴
心”之厅局长接待日（税务专场）活动。
活动当天邀请了17家企业代表与省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国家税务
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面对面
交流，现场谈问题、说困难、提建议。

作为与会企业代表，王伟“吐槽”了
一个困扰他多时的烦恼：缓缴税费的优

惠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现金流
压力，但由于优惠时间跨度较长，企业担
心会忘记缴纳到期的缓缴税费。

“报税系统能不能优化？”“可以，我
们立即着手解决。”

王伟话音刚落，国家税务总局海南
省税务局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立即回
应，并将这一诉求登记在册。包括这一
诉求在内，活动当天共收集到各类意见
与诉求44个，涵盖企业创立、经营和发
展各阶段的涉税成长难题。

带着“一兜子”问题回去后，国家税
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立即罗列出一张

“问题清单”，明确整改内容、整改目标、
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通过清单化办
理、闭环式管理，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
有着落——

针对企业反映的“担心忘缴到期

税款”问题，该局通过优化报税系统，
从三方协议账户直接扣款的方式予以
解决；

针对企业反映的“经营所得个税只
能通过个人账户进行扣缴，财务人员个
人账户代缴公司多名合伙人税款时，大
额资金频繁流入易给账户带来风险”问
题，该局给出“个人与银行、税务机关签
订三方扣税协议，直接从合伙人个人账
户扣款”的对策；

……
“个性问题因企施策，共性问题通过

完善政策措施成批化解，涉及上级或兄
弟部门的问题，则部门联动、合力推进。”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分类施策、对账销号，截至目
前，44个问题已解决43个，办结率达
97%。 （本报海口7月3日讯）

我省做实政企面对面活动“后半篇文章”，让企业诉求“有求必应”

项项盯紧抓实 件件对账销号

本报海口7月 3日讯 （记者尤梦
瑜）北京时间7月3日凌晨，在2022布
达佩斯游泳世锦赛跳水女子3米板决赛
中，海南姑娘陈艺文以366.90分夺得冠
军，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世锦赛上
摘得的第11枚金牌。在北京时间当晚
举行的世锦赛跳水项目女子双人3米板
决赛中，陈艺文与搭档昌雅妮赢得跳水
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为中国跳水队收
获本届世锦赛第12枚金牌。

陈艺文夺冠后，海南日报记者也联
系了她在海口的家人。陈妈妈告诉记

者，虽然女子3米板决赛在北京时间凌
晨，但全家人都守候在电视机旁观看了
比赛直播。“今晚也一直在电视机前守
着，等着看她们的双人跳。拿到金牌我
们也替她开心，非常高兴，非常激动！”陈
妈妈说，去布达佩斯前，陈艺文几乎天天
都和家里人联系，也时常在家庭微信群
里分享她的训练、生活情况。

陈艺文的父亲是海南人，妈妈是广东
人，1999年出生在海口的她不到9岁便离
家赴广东接受专业训练，开始跳水生涯。
如今一家人仍在海口定居，每逢假期，陈

艺文都会回到海口的家里放松休息。
这已是陈艺文第三次参加世锦赛，随

着经验不断增加和技术愈发娴熟，她对自
己首次“出征”3米板充满信心。本届世锦
赛中，陈艺文共参加单人3米板、双人3米
板两个项目，她也不负众望用两枚金牌的
成绩为此次世锦赛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据悉，中国跳水队在历届世锦赛女子
3米板上已夺得14次冠军，连续11届该
项目金牌无一失手。而从2001年日本福
冈世锦赛开始，中国组合连续10届世锦
赛从未让女子双人3米板的金牌旁落。

海南姑娘陈艺文世锦赛勇夺双金
延续中国跳水队女子3米板“统治地位”

⬆ 7月3日，陈艺文、昌雅妮（右）在
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