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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政策

扫码查看合格境内有
限合伙人试点政策图解。

名片：

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uali-
fied Domestic Limited Partner）

出生日期：2021年4月13日
家族特性：资本项目（投融资便利化）

个人故事：

QDLP 是指在通过资格审批并获取
额度后的试点基金管理企业，可向境内
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通过设立试点基
金，将资金投资于境外非上市企业的股
权和债券、境外上市企业非公开发行和
交易的股票和债券，境外证券市场、境外
股权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基金和境外大
宗商品等。

QDLP政策与上期所讲的QFLP（合格
境 外 有 限 合 伙 人 Qualified Foreign
Limited Partner）政策就像一对“亲兄弟”。

业内人士将 QDLP 与 QFLP 合称为
“跨境投资的双向高速路”。简单讲，
QFLP 是将境外的资金投向境内，而
QDLP政策则是便于境内的资金投向境

外，而两个政策在海南同时试点，将加大
海南跨境投资的便利，吸引基金业态在海
南的集聚。

这里仍然科普一下基金的概念：基
金，通俗讲，是指投资人把资金交给专业
的管理人打理，由管理人把募集来的资金
去投资资产，比如买债券、买股票等等，帮
助投资人获得收益。管理人不能把钱随
便挪用，一般会有银行等第三方进行托
管、监督。

我的特征：

QDLP可参与投资设立试点基金管理
企业在海南依法发起，以非公开方式向投
资者募集资金，从而进行境外投资的私募
投资基金。QDLP可以拓宽境外投资渠道，
便利境内投资者进行全球资产配置，为境
内高净值人群进行海外投资及跨境财富管
理开辟新的通道。

在我国QDLP政策尚属于试点阶段，
除海南自贸港外，只有广东、上海、重庆等
少数地区享有此便利。

相对于其他地区的QDLP制度，海南

的QDLP制度进一步放宽了最低出资、出
资缴付时间等门槛性要求，转而更加注重
QDLP基金管理企业的内控管理、关联方资
质等实质性要求。

政策便利点：

1.“门槛低”：试点基金管理企业的注册
资本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或等值外币。

2.“投向广”：投资范围较广，包括：境外
非上市企业的股权和债券、境外上市企业
非公开发行和交易的股权和债券、境外证
券市场、境外大宗商品等。

3.“更灵活”：对外投资额度实行余额
管理，且基金管理人可在其设立的各基金
之间灵活调剂单只试点基金对外投资额
度，各试点基金对外投资额度之和不得超
过经批准的试点基金管理企业对外投资
额度。

企业尝鲜说：

2021 年 8 月 23 日，海南 QDLP 基金
管理人海南平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海南自贸港首支 QDLP 基金，
基金规模超过 4 亿元人民币，标志着海
南 QDLP 的正式落地，也标志着海南自
贸港构建跨境双向投资机制的双向高速
路“通车”。

我的成效：

截至目前，已有37家基金管理企业获
得海南QDLP试点资格和试点额度。

（整理/本报记者 王培琳）

自贸港企业便利

纪念“七七事变”85周年

海南海警局开展爱国教育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周

克和 罗科麟 李渊）7月7日是“七七事变”85周
年纪念日，海南海警局积极开展“铭记历史 奋勇
前行”系列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全体海警执法人员
铭记历史、牢记使命、奋勇前行，进一步激发了大
家的使命意识和工作热情。

活动中，该局所属单位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组织观看《七七事变》等爱国主义教育影片，
让广大海警执法人员深入了解中国人民前仆后
继、英勇奋战的艰辛历程。在椰子寨战斗遗址和
陵水苏维埃政府旧址等地，组织开展重温入党誓
词活动。

海警人员纷纷表示，一定铭记历史的深刻教
训，真正把爱国主义精神落实到完成党和人民赋
予的各项使命任务中，全力维护辖区海域平安稳
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六水共治”作战图

7月10日前后或有
热带低压生成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习霁鸿）据省气
象台7月7日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10日前后南
海中南部海域可能有热带低压生成并向海南岛南
部近海靠近，10日至13日我省陆地和近海将有
较强风雨天气。14日，海南岛大部地区有阵雨或
雷阵雨，各海区风力5级至7级。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计思
佳 实习生符才娜）7月7日，海口市教
育局公布《海口市2022年秋季幼儿园
招生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7
月10日起，海口市启动今年秋季幼儿

园招生网上学位申请。需要注意的是，
今年起，海口民办幼儿园实行网上申请
学位。网上申请公办幼儿园的，可最多
选择2所；网上申请民办幼儿园的，可选
择1所。公办园和民办园可同时填报

申请。
申请海口幼儿园学位的幼儿，需

满足以下条件：小班的招生对象为
2019年8月31日（含8月31日）前出
生的幼儿；中班和大班插班生年龄下

限依次前移一年；幼儿具有海口市户
籍；幼儿为非海口市户籍的，需父母至
少一方具有海口市户籍或持有《海口
市居住证》；幼儿健康体检需合格。

海口市直属公办幼儿园面向全市

招生；区属公办幼儿园面向全区招生，
招收实际居住在本区的幼儿；小区配
套幼儿园优先招收符合条件的本小
区业主子女，有剩余学位的面向社会
招生。

2022年秋季学期

海口全市670所幼儿园纳入招生

共计划招生3.3万余人

海口的家长们，7月10日起给娃网申学位了

每人最多可申请2所公办园1所民办园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赵优
见习记者黎鹏 特约记者高春燕）
2022年海南省普通高考录取工作将
于7月9日开始，省考试局7月7日公
布高考录取结果查询方式，考生可通
过4种方式进行查询。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日前，《关于实施“椰城优才计划”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意
见》对应人才发展全周期、全链条、全方
位需求，大力推进制度集成创新，分别
就人才的引进、集聚、激励、发展、生态
培育等5个方面提出35条具体举措。

7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就此对海
口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采访。

首次实现海口人才工作的
制度集成创新

以往，海口市相关人才政策散见
于市政府的各种产业政策等专门文
件里，各领域人才工作存在“各管一
摊”“各自为战”现象，缺少统筹协调。

海口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意见》坚持将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

出位置，首次系统梳理全市现行人才政
策，对应人才发展全周期、全链条、全方
位需求进行整合、集成、提升、完善，注
重人才政策的协调推进、相互配合、相
得益彰，提高人才工作的整体效益。

首次提出创新机关事业
单位编制管理机制

《意见》第四部分全链条深化人
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中，明确提出

“创新机关事业单位编制管理机制
……建立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引进专
项编制管理制度，设立‘椰城优才’专
项编制，用于引进高学历专业化公务
员、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和高端人才。”

上述相关负责人解释，传统的编
制管理模式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必须
在具有空编的情况才能引进人才，这
给急需高学历专业化人才、紧缺专业

人才但又没有空编的机关事业单位
带来一定困扰。鉴于此，“椰城优才”
专项编制专门用于人才引进，实行总
量控制、单列管理、周转化使用，有效
破解一些急需人才的机关事业单位
编制不足的问题。

目前，海口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已经起草“椰城优才”专项编
制的管理办法，正在按程序提请审
议，将于近期印发实施。

首次提出定期举办
优秀人才评选表彰活动

近年来，海口各类人才在建设自
贸港核心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创新
创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出
一批对海口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
贡献的人才。人才引进来了，就业创
业环境竞争愈发激烈，人才留得住吗？

对此，《意见》也明确了相关举
措。“对被认定为国家级众创空间的人
才给予50万元奖励”“刚性引进并签
订8年以上服务合约的‘好院长’‘好
医生’，聘任后一次性发放40万元~
60万元安家费，引进后前5年按规定
发放特殊补贴”“对新设立并通过认定
评估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给予500万
元奖励”“对在海口设立整建制科研机
构和分支机构的国内外著名科研院所
和大学、企业，分别给予不超过100万
元 和 不 超 过 300 万 元 的 配 套 支
持”……《意见》在人才的引进、集聚、
激励、生态培育四部分中，一一明确对
前来海口的人才、团队、企业、机构等
将给予真金白银奖励支持，并明确将
定期举办优秀人才评选表彰活动，加
大对人才工作的宣传力度，彰显海口
识才爱才、引才聚才、留才厚才的诚意
和决心。 （本报海口7月7日讯）

“椰城优才计划”呈现三大亮点
集成现行人才政策、创新设立专项编制、定期表彰优秀人才

暑期到来，研学旅游再度成
为许多学生和家长关注的话题。
近日，作为“亲子游 青春季·莘莘
学子畅琼游”联合推广活动的首
场活动，2022年海南国际研学旅
游创新发展大会在陵水黎族自治
县召开，探讨海南研学产业转型
升级的机遇和挑战。大会现场还
发布了海南十大研学旅游线路，
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研学旅游继承和发展了我
国传统游学的教育理念和人文
精神，将研究学习和旅游结合
起来，成为提升中小学生自理
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新内容和新方式，近年来越来
越受重视。2016 年，教育部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要求
各地将研学旅行摆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推动研学旅游产业健
康快速发展。2021 年 7 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加强校内
课堂和校外实践的结合，全方
位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
量。研学旅游逐步发展成为新
兴的旅游产业，市场需求越来
越大。有报告显示，未来三到
五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总体
规模将超千亿元。

海南有广袤的海洋和热带雨
林，有珍稀的动植物和优美的自
然风光，有独具地域色彩的黎苗
文化、南洋文化、红色文化、非遗
民俗，也有融合现代产业发展的
航天文化、热带农业文化等，研学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海
南大力整合优质研学旅游资源，
推进研学旅游教育品牌建设，各
市县、景区、旅行社、教育机构纷
纷抢滩研学旅行市场，推出研学
精品线路，推动研学旅游产品提
质升级，努力打造海南乃至全国
知名研学品牌。来海南旅游度
假，成为许多学生家长研学旅游
的热门选择，也成为外界了解海南文化、传播海南
文化的重要途径。

随着研学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市场的逐步
完善，研学旅游产品越来越多元化，细分市场越来
越多。尤其是“双减”政策出台后，孩子有更多的
时间安排假期生活，家长对提升孩子综合素质能
力的需求进一步提升，推动整个供应链、产业链发
生变化。深耕研学旅游市场，海南还需要进一步
在做好产品和服务上下足功夫。一方面，要不断
创新升级研学旅游产品，从课程研发、产品设计、
营销推广等多个环节入手，使用更多新科技手段、
更新潮流玩法，推动文旅、教育深度融合，吸引海
内外的研学消费群体来海南研学旅游。另一方
面，还要做好配套服务，以市场需求为基准，以政
策为导向，建立健全研学市场准入机制，完善研学
导师队伍建设，并定期开展研学旅行专业技能培
训活动等，为各类研学主体提供最新最优的体验
和服务。

研学路上，有诗与远方，也有隐藏在身边
的人间烟火。推动海南研学旅游市场进一步
走深走细，打造行走在路上的课堂，还需要各
方共同努力，把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新兴业态深
度融合，开发出越来越多具有专业化、个性化、
主题化的研学旅游产品，让广大学子和家长深
入了解、体验海南文化，收获独特的旅行、文
化、情感体验，打造具有海南文化特色的研学
旅游新场景。

让
﹃
行
走
的
课
堂
﹄
走
出
别
样
精
彩

观察

■
魏
燕

海口直属 13所公办园计划

招生 1300人

秀英区 137所公办园和民办园共计划

招生 7425人

龙华区 187所公办园和民办园共计划

招生9320人

琼山区 190所公办园和民办园共计划

招生 7577人

美兰区 143所公办园和民办园共计划

招生8268人

招生
时间

网申
渠道

温馨
提示

公办园：7月10日—7月31日

网上申请时间为7月10日9：00—7月17日17：00，资格审核在7月24日前完
成，摇号派位将在7月28日前完成，录取注册在7月31日前完成。

幼儿园将通知监护人办理录取注册手续，监护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逾期
不办理的，视为放弃录取资格。

民办园：7月10日—8月15日

网上申请时间为7月10日9：00—7月31日17：00，资格审核在8月10日前完
成，录取注册在8月15日前完成。

符合条件的幼儿人数少于招生计划时，全部录取。超过招生计划数时，通过
抽签、摇号等方式确定录取名单。

“海口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海口市教育局官网、海易办APP选其一登录，找
到“海口市公办幼儿园入园申请服务平台”进行网申

监护人根据申请平台提示，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完成网上申请登记。网上申
请不分先后次序，监护人合理安排网上申请时间，不要等到最后1个小时再提交，
扎堆提交可能造成网络阻塞，影响提交结果。在网上申请截止时间前可对网上申
请信息和事项进行修改，申请平台以网上申请截止时填报信息为准。不在规定时
间内登录申请平台进行申请的，视为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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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高考生可通过4种方式查询录取结果

海口滨江西污水处理厂
项目一期工程封顶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于
浩 实习生林贻慧）7月5日，随着最后
一方混凝土从泵管喷涌而出，海口市
滨江西污水处理厂项目一期工程主体
结构全面封顶。

海南日报记者从施工单位中交第
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交一航局）获悉，滨江西污水处理厂总
处理规模13万立方米/天，一期处理
规模7万立方米/天，近期服务人口约
20.25万人，远期服务人口约25.9万
人。项目投运后，出水将达地表水Ⅳ
类标准，可以用于厂区回用水和绿化
用水。

该工程主体为地下两层结构，基
坑最大深度17.5米，建筑面积4.68万
平方米。

项目建成后，将对污水、污泥、臭
气三方面进行处理。

“海易办”平台查询

考生可通过“海易办”APP、微
信或支付宝小程序登录“海易办”平
台，点击“海南考试服务”“海南高
考”，进入“录取查询”模块查询

微信平台查询

考生可关注海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公
众号“海南省教育厅”（微信号：hnsjytwx）、海
南省考试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考试”（微
信号：hnkswx），点击“海南高考”菜单查询

官方网站查询

考生可通过海南省考试
局官方网站（ea.hainan.gov.cn）
点击“2022年海南省高考报名
系统”登录查询

高考报考卡二维码查询

考生可通过手机（微信）扫描
本人报考卡上的个人二维码查询

各区招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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