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媒体看海南

本省新闻 2022年7月20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吴维杨 美编：孙发强 检校：卫小林 黄如祥A03 综合

北部湾畔，洋浦半岛，天蓝海碧，
潮平岸阔。这里曾经是一片贫瘠荒
滩，如今塔吊林立、拖车穿梭、巨轮靠
泊，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199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海南省
建设洋浦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洋
浦）。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外商投资成
片开发、享受保税区政策的国家级开
发区。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
方案》）发布，洋浦被赋予海南自贸港

“先行先试”的重任，为全岛自贸港建
设和封关运作积累实践经验。

2022年4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洋浦考察时指出，洋浦经济开发区
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区、示范区，
要总结好海南办经济特区经验，用好

“中国洋浦港”船籍港的政策优势，大
胆创新、先行先试。洋浦迎来新的历
史机遇，迸发出全新活力。

大胆创新，向港求兴。在洋浦考

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洋浦展示馆，
在一艘模型船前驻足。它是“中国洋
浦港”船籍港的政策发布后，第一艘入
籍的船只——中远海运“兴旺”号，标
志着海南自贸港相关船舶登记政策正
式落地实施。

《总体方案》赋予洋浦建设“中国
洋浦港”船籍港等5项独有政策，其中
4项与航运相关。锚定目标，洋浦在
制度集成创新上集中发力，以落实“中
国洋浦港”船籍港制度为核心，加快推
动自贸港航运政策落地实施，不断吸
引航运要素聚集，推动港航产业快速
发展。

目前，“中国洋浦港”船籍港登记
注册国际航行船舶33艘、516万载重
吨，海南国际航行船舶总吨位跃居全
国第二；集装箱吞吐量2020年首次突
破百万标箱后，增速连续两年在全国
百万标箱量级以上海港中排名第一；
开通内外贸航线39条，基本覆盖国内
沿海城市和东南亚地区主要港口，形
成了“兼备内外贸、通达近远洋”的航
线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说洋浦
变化大。这是对洋浦发展的最大肯
定，也是最大鼓励。”洋浦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张勇军表示，洋浦将用好
用足“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政策，有效
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加快吸引国际船
舶注册登记，推进制度集成创新，加快
实现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的
建设目标。

先行先试，筑巢引凤。粮油加工、
离岸贸易、保税检测维修、智能勘测产
品研发……行走在洋浦保税港区，一
栋栋厂房、保税仓、展销中心鳞次栉
比，各类业态蓬勃生长。

《总体方案》提出，2025年前要
做好封关运作准备工作，适时启动全
岛封关运作。洋浦保税港区率先实
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进出口
管理制度以及相关税费优惠政策，成
为承接自贸港政策和制度早期安排
的重要载体，带动洋浦2021年地区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4.2%。加工增
值30%免关税等看得见的政策红利，
吸引众多企业落户，截至 2022年 7

月 4日，洋浦保税港区注册企业达
3398家。

“像这样年生产能力超百万吨的
粮油加工厂，以往建厂需要两年。”海
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慧介绍说，公司是《总体方案》发布
后洋浦保税港区引进的首家大型实
体企业，仅用半年多时间，就在保税
港区内建起了一个拥有目前国内最
大菜粕散粕仓的油脂加工现代化生
产基地。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金
字招牌。洋浦保税港区率先实现政务
服务“准入即准营”、“落地即开工”、

“一窗受理”，口岸通关“提前申报”、
“两步申报”、“两段准入”，争当自贸港
政策落地、项目建设的排头兵。

儋洋一体，港产城相融。推进儋
州洋浦一体化发展，是海南着眼于自
贸港建设全局、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作
出的重要战略决策。

近年来，儋州、洋浦发展速度加
快，在海南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
的地位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两地发

展也暴露出了明显的短板：洋浦面积
仅114.78平方公里，发展空间受限，
城市功能不完善，社会包袱沉重，市场
主体发展不充分；与之毗邻的儋州，产
业结构不合理，缺乏项目、人才支撑，
科技创新能力偏弱。

2021年末，海南作出推进儋州
洋浦一体化发展的决策部署，力破

“儋州有城无产，洋浦有产无城”问
题，奋力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第三
极。2022年 5月，关于支持儋州洋
浦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见及相关配
套措施出台，推动在儋州洋浦全域
先行先试一系列自贸港早期安排政
策，在更大范围做好压力测试和积
累经验。

儋洋，有港、有产、有城。2022年
7月初，一批总投资达344亿元的高
质量产业项目落地儋洋经济圈。火热
的建设氛围中，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
的美好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原载《求是》杂志2022年第14
期《求是》杂志记者侯亚景《今日海
南》记者蔡萌）

关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王
培琳）7月18日，第二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全球消费论坛系列市场化
活动（第三批），共计21场公布。加上
之前公布的两批，预计26日至28日，
第二届消博会将有数十场高规格、高
质量、高水平的配套活动举办。

据悉，中国银行将在消博会期间
举办“中国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白皮
书》宣介会暨RCEP主题银企研讨会”
等三场活动；交通银行将分别围绕跨

境金融、消费金融主题，举办论坛。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作为第二届

消博会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将为出
席展会的全球参展商、采购商以及重
点嘉宾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金融服
务，助推海南打造全球消费精品展示
交易平台和全球消费时尚展示引领
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作
为第二届消博会的全球荣誉合作伙
伴，将各自在展会期间举办相关推介
会等活动。

各省市自治区积极参与第二届消
博会，借助消博会促进内外市场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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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台作用，促进本省企业国货出海，提升
企业知名度。

展会期间各省市自治区地方政府
将举办多场专题活动。黑龙江省人民
政府将主办“黑龙江省高水平出口消
费品加工区招商推介会”；陕西省人民
政府将主办“时尚优品，陕耀中国”陕

西消费精品推介会；西藏自治区商务
厅和拉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拉萨
综合保税区推介会暨经贸洽谈会”；云
南省人民政府将以“象往生活·通达美
好”为主题开展云南特色产业推介会
暨经贸洽谈会；浙江省商务厅将主办

“浙江省现代服务业跨国公司对接
会”；深圳市商务局将举办“深圳（海
口）经贸合作交流会”。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国
际经济发展局、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和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将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
联合举办海南自由贸易港消费品加工
制造产业推介会。

此外，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琼海
市人民政府、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等省直部门、市县相关单位以及重
点参展商、采购商，将围绕海南自贸
港行业机遇推介，消费新模式、新业
态等话题开展交流推介、主题论坛等
特色活动。

第二届消博会将举行数十场全球消费论坛系列市场化活动

促进内外市场相通 推动消费升级和回流

海南邮政推出6大主题活动

扫码领“消博护照”
1元畅享咖啡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本届消博
会期间，海南邮政将推出6大主题活
动，包括“1元畅享咖啡”等。

海南邮政在消博会上推出多项活
动，包括消博会纪念邮资封限量领取
活动，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3号馆消
博邮局和7个展馆综合服务台，进行
定制万枚消博会纪念邮资封赠送活
动，每人可在指定地点免费领取1枚
纪念邮资封，将消博会美好氛围寄给
家人朋友。

在3号馆消博邮局，凡使用邮储银
行数字人民币支付，可享1元畅享咖啡
活动，每日限量100份；还可享1元购买
限量版咖啡杯活动，每日限量300个。

此外，在3号馆消博邮局、7个展
馆综合服务台，每人可扫码领取1本

“消博护照”，持有人在消博邮局和7
个展馆综合服务台加盖纪念邮戳，根
据纪念邮戳的打卡个数，即可在消博
邮局获领对应礼品。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邵
长春）7月26日-30日，第二届中国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在海南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本届消博会3号馆为
高端食品保健品展区，汇聚来自全球
的稀缺商品和精品美食，让消费者在
海南逛展即可感受全球高端健康食
品带来的便利生活。

3号馆展商来自法国、英国、瑞
士、德国、日本、巴西、新西兰等国家，
展品则包括高端酒品、肉制品、乳制
品、保健品、咖啡、休闲食品等，还有
品类多样的酒类大师课、品鉴活动和
丰富多样的趣味活动等。

其中，酩悦·轩尼诗、帝亚吉欧、
保乐力加、爱丁顿、人头马君度、百加
得带来了旗下各类优质洋酒；奔富、
大摩、格兰父子等头部洋酒企业也将
携带新品华丽亮相，如大摩就将首次
线下展出售价高达268万元的产品，
爱丁顿带来的麦卡伦光·晨，是该品
牌推出的81年珍稀单一麦芽威士忌。

泰森食品展区则设置了美式餐
吧、冷鲜产品展柜、小鲜肉直播间、胶
原蛋白肽卤味系列新品区等，欢迎消
费者试吃品尝；雀巢则携旗下高品质
奶粉以及深受年轻人青睐的咖啡机
参展，并将组织办公室咖啡机试饮活
动；西班牙敖司堡集团将携旗下全系
列旗舰产品再度参展亮相，伊比利亚
精选优质火腿、白兰地、雪莉酒等产
品将挑动消费者的味蕾；家得路则布
置了大型试吃台，通过现场试吃体
验、关注有礼的方式接待参展观众，
同时还增添了直播间带动场外观众
聚焦消博会；这些都将让三号馆成为
本届消博会最“有滋有味”的展馆。

值得一提的是，在3号馆，不仅人
的胃口可以得到满足，宠物的需求也
会被考虑到，澳佳宝将带来旗下宠物
营养健康品牌“澳乐宠（PAW）”的中
国首发，并将联合海南国际经济发展
局、海南省小动物保护协会等共同发
起“可持续消费——文明养宠倡议”。

全球高端食品保健品齐聚消博会

逛一圈展馆 尝一轮美食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孙

慧）7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上海
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豫园股份）获悉，该公司将
携旗下多个产品参展第二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向全球消费者展示
东方生活美学。

本届消博会上，豫园股份旗下
的老庙、亚一、金徽、沱牌舍得、上海
表、海鸥表等多个中华老字号品牌
将展示多款国潮精品。例如，全新
新品老庙有鹊系列及亚一热卖产品

“花繁蝶悦”系列将在本届消博会展
出，上海表将展示新品——复兴系
列·九曲映月，海鸥表则带来新品海
洋之星Pro·冰翼和海鸥表×王者
荣耀边界系列联名款腕表。酒业品
牌金徽带来核心产品金徽老窖，舍
得酒业将携旗下舍得酒和沱牌双品
牌亮相。

除了老字号品牌之外，创新国
货品牌和海外优质品牌同样是豫

园参展本届消博会的亮点。豫园
股份旗下第一个完全自主研发孵
化的护肤品品牌——愈感，将通过
消博会的线上活动与广大消费者
见面；豫园文化饮食集团研发的创
新品牌真尝家也将呈现其老字号
联名预制面及预制菜系列产品。
豫园股份旗下的全球好产品将集
体亮相消博会，包括意大利高端珠
宝Damiani、意大利时尚珠宝品牌
Salvini、法 国 设 计 师 珠 宝 品 牌
DJULA、以色列珍宝级高端护肤品
牌 AHAVA 、中式草本高端护肤
品品牌WEI蔚蓝之美等。

作为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的
会长单位，豫园股份将协同该联合
会会员单位，在7月26日上午举行
2022年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时
装周×GRACE CHEN 高级时装
《琴棋书画·中国风雅》全球首秀，
向世界传达东方生活美学的时尚
魅力。

豫园股份将携一批国潮精品亮相消博会

向全球消费者展示东方生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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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事项名称

市县总体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调整审批

重要规划控制区详细规划审批（不含木兰湾新城、博鳌亚洲论坛及周边地区、龙沐湾、莺歌海镇区和黄流镇区外的龙腾湾、九所镇区外的龙栖湾等5个重要规划控制区和其它重要规
划控制区涉及的自然保护地范围）
重要规划控制区详细规划调整审批（涉及海岸带陆域200米范围历史遗留问题项目）
占用林地审批（占用防护林林地、特殊用途林林地面积10公顷以下，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林地及其采伐迹地面积35公顷以下，其他林地面积70公顷以下）
农用地转用、未利用地转用与土地征收及调整农用地转用批准文件中明确的土地建设用途的审批（不含跨市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国务院授权省政府实施的土地征收、转用审批）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批
海域使用审批（不含围填海项目、跨市县海域使用项目）
采矿权抵押备案
采矿权抵押解除备案

省级行使的规划调整审批
政府投资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农村村民宅基地用地规划调整审批（不含跨市县项目）

原实施机关

省人民政府、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承接机关
儋州市人民政府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重要规划控制区所在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各市、县、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人民政府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
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

调整方式

委托

委托

委托
委托
委托
委托
委托
委托
委托

海南省人民政府决定委托实施的部分省级行政审批事项清单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委托实施部分省级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已经2022年6月13日七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10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省 长 冯 飞

2022年7月8日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306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推动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省
政府决定将部分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委
托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相关
部门实施（事项清单附后）。对调整委
托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原实施机关应
当加强业务培训指导，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做到放管结合，并应当刻制和授权
承接机关使用审批印章。承接机关应
当周密组织，做好各方面的部署和安
排，做到规范有序，防止出现管理真
空。原实施机关应当适时对委托实施
事项进行评估，经评估施行效果不好
的，及时收回委托事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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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刊发文章，关注洋浦经济开发区迎来新的历史机遇，迸发出全新活力

洋浦“加速度”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将于7月26日至27日召开
◀上接A01版
2021年省本级财政决算、2021年度省本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2020年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等报告，审
议省政府关于反走私工作情况、2021年度环境状
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
于“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
问，审议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
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任免案等。

主任会议听取关于《〈海南省规章设定罚款限
额规定〉等二件法规的修正案（草案）》《海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规定（修订草
案）》有关情况及《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草
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并决定将相关法规草案提
交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主任会议还听取关于计划执行、预算执行、审
计工作报告有关情况及决算审查情况的汇报，听
取关于2022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情况报告等，
听取关于推迟审议《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国有资
产条例（草案）》《海南省宗教事务管理若干规定
（修订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药品进口便利化规
定（草案）》等有关情况的汇报。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委托，
主任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军
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光辉、肖杰、刘星泰、
苻彩香、孙大海、康耀红、陆志远、关进平，秘书长
林泽锋参加会议。

引源头活水 聚发展动能
◀上接A01版
转变发展观念，善于换位思考，加强服务意识，主动
上门做好招商引资工作。

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的生命线。因此，要以
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
商环境改善，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省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专班作用，加强个案剖析，举一反三，提出政
策建议，完善体制机制，推动一批问题解决，营造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园区是招商引资的主战场。因此，要以完善
园区开发机制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助力园
区发展，坚持产城融合，理顺园区开发次序，抓好
产业链招商，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用好天使
基金和创投基金，支持初创企业发展，增强企业的
根植性和认同感。

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关键在人。因此，要强化
招商引资队伍建设，引导干部到招商引资的火线上
接受锻炼，提升专业性和实战化水平，锻造一支对
招商有热情、对企业有粘性、对客商守信、对工作务
实的招商队伍。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作
用，拿出能拼敢闯的劲头，探索市场化招商机制，上
下齐心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产业才有产出。今天的优质产业项目，就是
明天的经济实力。齐心协力，尽锐出战，围绕提速、
提质、增效的目标，以签约落地率、项目开工率、投资
完成率、项目投产率为标尺，以专业招商、产业链招
商、基金招商、科技招商、主题招商、市场招商为路
径，加强政策解读、要素保障，抓好招商引资工作，就
能不断引来“源头活水”，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上接A01版
据介绍，此次疫情期间，海口共组织17753名

医护人员投入核酸采样工作，省级医疗机构和各
兄弟市县选派3173名医护人员参与海口的疫情
应对工作。全市6656名机关党员干部就地转为
志愿者，携手2626名社会志愿者奔赴防控一线开
展服务保障工作，近百家企业在物资、餐饮等各方
面给予爱心支持，27家酒店被先后用作集中隔离
场所。

发布会介绍，海口将全力做好消博会的疫情
防控保障工作，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策
略，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保障消博会如期成功举办，
共同打造一场安全、精彩、难忘的盛会。

海口本轮疫情处置
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