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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市干部群众
喜迎设市十周年

本报永兴岛7月24日电（记者刘操）7月24
日，三沙市广大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欢庆设市十周
年。三沙市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职责
使命，锚定“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找准三
沙工作定位，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和务实的作风，加
快推进三沙建设，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

中央文明办深化海南省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座谈会在琼海召开

提高站位标本兼治
为自贸港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本报嘉积7月24日电（记者尤梦瑜）7月22
日，中央文明办在琼海市召开深化海南省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座谈会，向海口市、琼海市反馈文明城
市创建整改工作复查的有关情况，并对我省深化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罗增斌，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省文明委主任王斌，中
央文明办一局副局长梅锋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
海口市、琼海市文明城市创建整改工作情况。

中央文明办复查组指出，文明城市创建是我
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伟大创举
和生动实践，必须把讲政治作为第一原则，把坚决
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创建工作
的首要任务。要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创建工作的
核心任务，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创建工作的各
类项目载体。要牢记为民创建的初心使命，用心
用力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着力促进共建
共享，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要把创建工作融入到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
以环境新面貌、文明新风尚、精神新状态、思想新
自觉和城市新进步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王斌表示，针对反馈问题，海南将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坚
持常态长效、常抓常新，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抓
手，不断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公 告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将拟
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公示。

冯 琳，男，汉族，1972年7
月生，在职研究生，在职管理学硕
士，中共党员，现任海口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拟任省直副厅级
单位正职。

王宇兴，男，汉族，1971年8
月生，大学，工学学士，中共党员，
现任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拟任省属企
业正职。

贾文涛，男，汉族，1974年9
月生，研究生，在职工学博士，中
共党员，现任三亚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
人选政治表现、道德品质、工作能
力、廉政勤政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反映问题可以通过来信、来
电、来访、网上举报等方式进行。
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提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
党的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22年7月25日
至7月29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
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

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
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
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
hain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22年7月22日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生态故事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钟芳瑞

“这棵树到底是怎么长起来的
呢？又是谁种的呢？”7月22日，站在
澄迈县桥头镇洋水村村口的一棵榕树
旁，中交二公局环岛旅游公路六工区
生产副经理毛海又一次陷入沉思。

正在建设的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项
目途经洋水村，去年4月，毛海第一次见
到这棵路边的榕树就被深深吸引，“我
在其他地方还没见过这么奇怪的树。”

让毛海感兴趣的不是树龄，和洋
水村里上百年的老榕树相比，这棵并
不粗壮的榕树只能算“后生晚辈”。但
它强大的根系却将一根约3米高的石
柱牢牢包裹在内，如今只能透过根系
间的缝隙窥到里面的石柱，难怪令毛
海啧啧称奇。

也正因为它“骨骼清奇”，环岛旅
游公路建设者们对保护这棵榕树上了
心。海南日报记者看到，榕树旁被工
人们用火山石精心搭建起一圈围挡，
树旁还有一口古井和水渠。

“这是我们砌的简易花坛，还对榕
树进行了修枝。”毛海说，当地村民说
古井也有很多年历史了，水源一直都
没枯竭，他们接下来还会对古井进行
修缮维护，并将水渠铺上石板再覆土
绿化，做成暗渠，“要将这里打造成环
岛旅游公路上的一处景点，也为当地

群众留一个民生工程。”
要修好路，更要保护好沿线的生

态环境。这是省委省政府对环岛旅游
公路规划建设的要求，更是所有参建
者的共识，该项目六工区就与树特别
有缘分。

该项目澄迈大丰镇段原规划路线
上有3棵百年以上的老树，一棵是大
榕树，两棵是见血封喉树，如果坚持原
规划路线，3棵老树只能被连根拔起
移植，这将让它们承担很大风险。

环岛旅游公路六工区副总工吴同
国说，他们在做项目前期施工准备时
发现了这一情况，经过权衡，最终选择
了一个看似最不经济的方法：变更原
线路规划，项目给树让路。

在业主单位海南省交通控股有限
公司支持下，设计单位对该段路主线
进行了调整，旁移几米，避开3棵老
树，虽然此举增加了10多万元的建设
成本，但却为这3棵经历百年风雨的
老树保留下一个自由生长的家园。

22日当天，毛海来洋水村还有一
个目的，就是为村里的老树配上他们
制作的保护牌。在村里一棵最古老粗
壮的大榕树前，他和树的主人——65
岁的杨其昌攀谈起来。

谈起这棵大榕树，杨其昌滔滔不
绝，他说这棵大榕树具体的树龄已很
难说得清，但肯定有200年以上的历

史，因为在他爷爷小的时候，就砍了大
榕树一个枝干做木材，“你看大疤痕还
在这里。”

“在村民眼里，榕树就是信仰，就
是我们的‘保护神’。”杨其昌说，环岛
旅游公路开始建设的时候，他还担心
榕树会受到破坏，没想到工人们专门
在榕树周边砌了一圈保护围挡，并微

调了线路避免伤到大榕树的根系，又
特意制作了保护牌。但老人又有点不
放心，“这牌子结实吗？刮风下雨不会
坏吧！”

在得到毛海一再担保质量没问题
后，老人又打开了话匣子，讲起村里榕树
的典故。“你们看到村口古井旁那棵榕树
没？”杨其昌说，20世纪60年代当地大

修水利，留下一根渡槽石柱。后来有小
鸟吃了榕树籽，在上面方便，榕树籽随
着鸟粪排出，落石生根，根系渐渐向下
包裹住石柱，越来越粗越密，一晃三四
十年过去了，这才长成今天的样子。

“原来如此啊！”毛海长舒一口气，
困扰他一年多的谜题终于解开了。

（本报金江7月24日电）

昔日鸟“种树”如今路让树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周晓梦 王培琳

南海之滨，宾朋云集。
7月24日，海南海口，一阵阵掌

声从“民营企业助力海南自贸港发展
大会暨重点项目签约活动”会场传出。

36份投资合作协议、金额逾200
亿元的意向投资尘埃落定，意味着来
自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家，正与海南
携手写下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捧着大红的合作协议书走下主席
台时，前海电商（深圳）供应链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沈琦雅仍难掩兴奋。

“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未来发展前景令人期待。”沈琦雅说，
该公司希望在海南打造“跨境贸易+
保税交易”大平台，而此次合作仅是在
海南进行产业布局的第一步。

每一份合作意向书的签订，都是
推动海南发展的新动力。而事实上，

民营企业也从来都是地区经济发展的
中坚力量。

一组数据，可以印证海南经济的
含“民”量——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两年来，全省举办9次重点项目
集中签约活动，签署各类协议498个，
其中民营企业签署协议404个，占比
81%；

2021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达
4496.89亿元，占全省同期GDP69.4%；
实现税收收入 1210.9 亿元，占比
82.8%；

2021年，全省新增企业17万户，
其中民营企业15万户，占比近9成。

企业家的选择，来自对市场的洞
察与潜力的发掘。

“海南要发展什么产业，前些年可
能还存在争议，但现在方向已经明
确。”会上，省有关领导将海南现代产
业体系形象地比作一棵产业树，四个
主树干即四大主导产业，其他的分枝、
树叶代表细分产业，“每个产业都大有

可为、商机无限，这是全世界的机会，
也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的机会。”

“嗅觉”敏锐的民营企业家们，当
然不会错过这些机会。

“我们看好海南。”全联科技装备
业商会党委书记、海特集团董事长李
飚说，该集团非常希望投身海南四大
主导产业之一——高新技术产业的建
设浪潮之中，助力中国航空和工程技
术产业创新发展。

更多的民营企业则已“先行一
步”。

“去年，中国民营文化产业商会和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推动成立海南国际
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预计今年交易
额将达上百亿元。”中国民营文化产业
商会会长吕建中直言，项目的顺利落
地，离不开海南省市各级部门给予的
大力支持。

一句“大力支持”，既指最优惠的
政策，也包括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

过去几年，海南紧盯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目标，以公平、透明、可预期

为切入点，以市场主体的实际感受为
标准，正让营商环境成为自由贸易港
的突出优势。

与此同时，海南在全国率先创建
省级民营经济发展软环境评价体系，
建立民企诉求“直通车”和联席会议制
度，出台《政商交往行为指引清单（试
行）》，以“两个健康”引领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

“就拿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项目来说，从拿地到开发建设再到
最终交付使用，仅用了不到一年时
间。”活动现场，海南国际能源交易
中心常务副总经理梁晓波以视频方
式现身说法。

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让民营企
业家为海南投下“信任票”，更成为海
南招商引资的“代言人”。

当天，华盛资本证券有限公司与
海口市美兰区政府签约，双方将合作
设立QFLP基金管理公司，服务自贸
港金融体系建设。“这是一次典型的以
商招商。”美兰区政府招商服务中心主

任李文远直言，此次合作能够达成，正
是得益于其他企业的引荐。

水深则鱼聚。一批批投资者纷至
沓来，带着携手共谋海南自贸港新发
展的期盼与信心。

来自省外的与会嘉宾在会上谈
到，展望未来，海南潜力巨大、前景光
明，必将成为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
鲜明旗帜和重要门户，必将成为各类
企业投资兴业、创业创新的热土。

这片热土上，机遇不断涌现。目
前，海南正争取大部分自贸港政策在
封关前充分测试、落地实施，这意味
着将有更多的新政策推出，已有的政
策将覆盖到更多的区域和行业领域，
必将会给企业和人才带来巨大的发
展机遇。

开放、合作、机遇……台上台下，
一个个高频词凝聚共识，一次次热烈
交谈积蓄力量。可以看到，在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澎湃春潮中，民营企业商
机无限、机遇无限、潜力无限。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民企共扬帆 奔腾入“海”来
——民营企业助力海南自贸港发展大会暨重点项目签约活动侧记

共享机遇 共创未来

海南人才集团在海口揭牌

聚民企力量 谋发展新篇

7月22日，中交二公局环岛旅游公路六工区工作人员来到澄迈县桥头镇洋水村，为一棵古老的大榕树配上他们制作
的保护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省政府举行第二届消博会
参展商企业代表见面会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孙慧）第二届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于7月25日至7月30日
在海口市举行。7月24日下午，省政府在海口市
举办消博会参展商企业代表见面会，与参展商企
业代表共叙友情，探讨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

与会参展商企业代表表示，去年举办的首届
消博会取得成功，扩大企业品牌影响力，为企业提
供了更多的市场机遇。今年希望通过第二届消博
会这一窗口充分了解海南自贸港政策，加强与海
南之间的交流合作，争取更多项目落地海南，共享
自贸港发展机遇。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沈丹阳表示，消博会围
绕建设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定位，聚集全球消
费领域资源，打造国际消费精品全球展示交易平
台。海南也希望通过消博会展示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新形象，借助消博会平台与企业深化沟通交流，
力促合作共赢。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罗增斌参加见面会。

◀上接A01版
海南人才集团注册至今，积极主动服务自贸

港人才建设，面向全球招才引智，运营海南自贸港
招聘网，已累计发布岗位6万余个、收集简历40
余万份，招聘网站点击率达1250万人次，为海口
江东新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重点
园区和联通、中远、大唐、中免、海垦等一批驻琼央
企和省属国企单位举办各类人才招聘活动。

在服务人才工作的同时，该公司还主动融入
海南省就业局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为“稳就业”“保
就业”做出贡献；深入推进海南就业驿站建设和社
区就业试点，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走入社区、村镇，
已累计服务本省居民就业2万余人次。

海南控股主要负责人表示，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全岛封关运作准备的关键时期，成立海南人才
集团是省委省政府强化自贸港建设人才支撑的
重要举措，海南控股将整合优势资源、注入海控
动力、当好坚实后盾，全力支持海南人才集团做
大做强。

省国资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海南人才集团的
成立是海南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一项成果，海南
人才集团要主动融入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和自贸港
发展大局，对标先进做法，用市场化、专业化、国际
化的方式，面向全球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引进和培
养更多的人才。

◀上接A01版
在喜人形势、艰巨使命下，当前

的海南，封关运作准备工作全面铺
开，压力测试相关工作有序进行，全
省上下全面落实“一本三基四梁八
柱”战略框架，各项事业正如火如荼
开展。日新月异的海南自贸港，发展
空间广阔，未来前景可期，正是大有
可为的投资热土，迫切需要民营企业
的热情参与。我们期待，此次大会能
够带动更多的民营企业关注海南，投
身海南，在自贸港火热实践中，共享
广阔新机遇。

海南省委强调，要促进“两个健
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壮大民营经
济。就海南而言，吸引、培育和汇聚

民企力量，关键在构建产业舞台，营
造良好环境。海南对标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以公平、透
明、可预期为切入点，以市场主体的
实际感受为标准，在全国率先创建省
级民营经济发展软环境评价体系，建
立民企诉求“直通车”，将营商环境建
成自贸港的突出优势。对标国际一
流的政策环境，坚持制度集成创新，
180多项自贸港政策已经落地生效，
推动“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等政
策红利充分释放。构建现代化产业
环境，着力培育发展四大主导产业，

引导民营企业同发展、共壮大……常
言道，花香蝶自来。我们要在营商环
境、产业体系、政策环境上持续用力，
不断增强自贸港磁吸效应，吸引更多
民企投资海南。

就民企来说，抢抓机遇、共享红
利，关键在立足自身优势，主动担当
作为。展望未来，海南潜力巨大、前
景光明，必将给企业和人才带来巨大
的发展机遇，必将成为各类企业投资
兴业、创业创新的热土。广大民营企
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以赢取未来的战略远见，坚定发展

信心，观大势、察大局，深度融入国家
发展战略，踊跃投身海南自贸港建
设，与海南人民同频共振，合力创造
新时代的新辉煌，努力实现企业发展
的新跨越，在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过
程中，不断彰显新担当、展现好形象。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从此
次大会的举行到即将举办的第二届
消博会，海南自贸港越来越成为各方
关注的焦点。当前正是在海南投资
兴业、筑梦圆梦的大好时机。让我们
相约海南，携手共建海南自贸港，共
享发展新机遇，共创美好新未来。

海南参展2022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晓惠 通讯员李艺娜）7月
22日至24日，以“智慧创新 共启未来——服务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22中国国际旅游
交易会在云南昆明举办。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率团参展，我省各市县旅文局及30余家涉旅企
业携丰富的旅游产品、商品亮相，展示海南旅游发
展建设成果。

◀上接A01版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消费结

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
费为主升级。尽管短期面临疫情的
冲击，但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
业和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态势仍然较快，市
场潜力巨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不少人士指出，第二届消博会将
为世界经济带来暖意。

“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为全球
消费品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平台，
有助于提振全球消费品生产企业和
消费者信心，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注入正能量。”毕马威中国副主席黄
文楷说。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消博会上，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成员国参与热情很高，日本、韩国、马
来西亚等国总参展面积超5000平方
米，较首届消博会增长近20%。

“消博会搭建了商务贸易和新品
展示的国际化平台，为资生堂继续扎
根中国市场、持续以技术创新服务中
国及全球消费者打开重要窗口。”资
生堂中国CEO藤原宪太郎说。

共享中国机遇
携手合作共赢

坐落于海口市日月广场的戴比
尔斯珠宝店，自今年开业后生意不
错。“结缘海南是因为消博会，我们对
中国市场充满信心。”戴比尔斯永恒
印记全球业务转型副总裁吴峰说。

作为首届消博会参展商，戴比尔
斯集团继去年11月在海南开设首店
后，今年6月在海口综保区工厂生产
的首批珠宝首饰，以加工增值内销出
区享受免征关税货物予以放行。从

销售到生产，戴比尔斯在海南的产业
链愈发完备。

“消博会的主题定位和海南自贸
港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对加快推动
海南自贸港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海南省副省长、省委自贸港工委
办主任倪强说，消博会聚焦消费新趋
势，提升消费档次，为全球企业共享
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全球提供重
要平台，有助于加快推动海南自贸港
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交汇点。

对标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
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180多项自贸
港政策文件接连落地生效，带动海南
新增市场主体近年来年均增长速度
达到40%，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
80%，引进外资企业数量年均增长近
120%。

首届消博会结束后，日本的欧姆

龙、美国的戴尔、比利时的德尔沃等
消费品牌抓住海南离岛免税新机遇，
纷纷在海南开设免税体验店、中国首
店等。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
司长徐兴锋表示，将引导更多的参展
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设立
区域总部，开设品牌首店，辐射国内
市场，以此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更
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从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到消
博会，从统筹推进21个自贸试验区
到建设海南自贸港，从贯彻实施外商
投资法到RCEP生效实施……开放
大门越开越大的中国携手世界共享
机遇、共创未来。

迎五洲客，计天下利。椰风轻扬，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犹如海鸥展翅，蓄
势高飞。 （新华社海口7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