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林柏荣 实习生林小淇
周若凝）8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海口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海南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05亿元，同比

（下同）增长49.4%，快于同期全国增
速39个百分点，增速全国排名第三。

其中，出口 335.2 亿元，增长
84.3%，快于全国69.6个百分点，全国
排名第三；进口 769.8 亿元，增长

38%，快于全国32.7个百分点，全国
排名保持第二。

这是自2020年11月以来，海南
外贸进出口连续21个月保持增长。
今年7月当月，海南进出口187.4亿

元，再次刷新上个月创出的最高纪录，
增长23.6%。

从市县来看，我省各市县进出口普
遍增长。今年前7个月，海南超九成市
县进出口增长。其中，儋州市进出口

512亿元，增长51.1%，占“半壁江山”。
此外，今年前7个月海南外贸进

出口还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般贸
易占比过半且快速增长、企业活力明
显增强、消费品继续引领进口等。

前7个月海南外贸进出口值连创新高
总值1105亿元，同比增长49.4%

出口335.2亿元，增长84.3%，快于全国69.6个百分点

进口769.8亿元，增长38%，快于全国32.7个百分点

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10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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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部分高校
调整学生返校注册时间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见习记者黎鹏 通讯
员雷浩泽）鉴于目前全省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为切
实保障师生生命健康安全，近日，我省部分高校结
合疫情防控基本要求发布通知，对学生返校注册
时间进行调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南大学和海南医学
院在读学生（本科生、研究生）返校注册时间调整
为9月3日，8月22日正常开课，实施线上教学。
海南大学的新生（本科生、研究生）开学报到时间
为9月16日至17日，海南医学院的新生注册报到
时间为9月4日，随即开展入学教育，军训时间另
行安排。

2022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创建名单公示

海口琼山区、琼海入选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实习生林慧冬）近日，

按照《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开展2022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工作的通知》
要求，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
完成相关评审工作，并公示2022年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创建名单，其中，海口市琼山区、琼海市入选。

稳经济大盘·行动

我省首笔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
用于支持海口江东新区一路网项目建设

名词解释
政策性金融工具
政策性金融工具，主要是指

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实施的一系
列市场运作“组合拳”，包括设立
专项基金、定向发债、补充资本
金等规范性程序。既是宏观调控
的政策利器，又是新形势下投融
资体制改革的创新产物。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 （记者王
培琳 刘梦晓 通讯员陈莉芬 杨洋 曹
柳）8月12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
省分行（以下简称海南农发行）正式投
放全省首笔政策性金融工具5830万
元，用于支持海口江东新区产业发展
配套路网二期项目，第一时间补足该

项目建设资本金，助推项目加快形成
实物工程量，为海南稳住经济大盘贡
献政策性金融力量。

本笔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的项目
是海口江东新区路网项目，总投资约
7.5亿元，规划建设3个路段和1个综
合服务区。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

城市交通压力，便于周边居民出行。
项目投资将通过自身收入来源覆盖支
出并实现市场方式退出。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
于运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
重大项目建设战略部署，在农发行总
行的大力支持下，海南农发行迅速成
立基金工作专班，全力推动政策性金
融工具落地，与省发改委建立工作协
调机制，协同发力推动梳理项目清单，

聚焦重点开展摸排“会诊”，共同筛选
推荐水利、交通、民生保障等基础设施
类重点项目。

在收到第一批投资清单后，海南
农发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上下联动、横向协同开展平行作业，高
效、合规、快速完成首笔政策性金融工
具投资项目的调查评估、审查审议等
审批流程，并顺利推动实现全省首笔
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及时投放。

昌江核电二期项目
首单“零关税”设备通关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陆一锐 甘佳勇）8月11日，海南昌江核电二期项
目3、4号机组进口交流发电机设备顺利通关放
行，货值约360万元，是首单享受海南自贸港“零
关税”免税政策的核电进口设备。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8月12日从海口海关获悉的。

昌江核电3、4号机组由华能集团控股、中核
集团参股建设，总投资额约400亿元。为保障“零
关税”设备顺利通关，海口海关主动对接，及时回
应企业关心的政策问题，多次深入项目现场进行
政策宣讲，实地调研项目建设情况，对进口设备

“零关税”工作给予精准指导，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帅月智

表示，“零关税”政策有力帮助昌江核电项目降本
增效，企业在充分享惠的同时，将始终肩负社会责
任，为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优质、清洁、高效的能
源支撑和保障。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罗
霞）经多方推动，8月11日，苏富比
（海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完成注册，
全球头部拍卖行苏富比正式落地海
口，将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引进全
球珍贵艺术收藏品，开展保税拍卖、
艺术拍卖等业务。

苏富比拍卖行成立于1744年，

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艺术与奢侈品平
台。苏富比相关负责人表示，苏富
比看重海南自贸港在贸易、投资、跨
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等方面的自
由化便利化政策，以及海南的营商
环境、区位及市场优势，看好海南在
艺术品消费及交易中心方面的发展
前景，对海南自贸港的未来充满信

心。
据了解，今年4月以来，海南国

际经济发展局秉持“投资海南，我
们为企业跑”的理念，联合海口综
合保税区、安永咨询，就苏富比在
海南设立外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
务。其间，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为
苏富比拍卖行拟定个性化的投资

建议书，会同海口综保区积极对接
相关单位，多次协调注册、核名等
事宜。面对疫情，为落实省委、省
政府工作部署，海南经发局成立

“双统筹”工作专班，通过“云上招
商”服务模式，有效保障招商引资
工作不停歇，为推动企业注册落地
做好服务。

本报海口8月12日讯（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曹柳）发展低碳交通、
推广绿色建筑……海南日报记者8
月 12日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获
悉，海口江东新区设立以来，坚定走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当前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已
实现装配式建筑全覆盖。

在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
“以山赋形，以水生动”的国投生态
环境大厦项目引人注目。“项目在建
设过程中所用的材料主要为绿色可
回收、可降解的材料，确保项目建成
投用后达到绿色环保标准。”项目总
包方项目经理张兵介绍。不仅是国
投生态环境大厦项目，海口江东新

区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江东
新区总部经济区已开工建设的项目
中，全部实现了装配式建筑的建设
手法。

据了解，海口江东新区在推广
绿色建筑方面，要求装配率均不低
于50%。目前已建成三星级绿建美
兰机场T2航站楼、海南首个工厂预

制装配式产业园江东新区企业港、
海南首个2A级装配式建筑江东国
际能源中心等项目。

“江东新区坚持‘绿色、循环、
低碳’的理念，正进一步推进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展示区建设，打
造成一流的‘零碳新城’。”该负责
人称。

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已建项目实现装配式建筑全覆盖

推广绿色建筑 打造零碳新城

房屋安全如何管？
我省公开征求意见

本报讯（记者孙慧 实习生张紫旖）近日，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定《海南省房屋安全管理办
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8月9
日至8月19日期间，《办法》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
意见。

《办法》适用于本省辖区内建成并投入使用的
房屋安全管理及其监督活动。

《办法》提出，若拆改、变动房屋结构的，改变
房屋使用功能、影响房屋安全使用的，超过设计标
准、增加房屋使用荷载的，以及其他可能严重影响
房屋安全的行为，房屋安全责任人应当委托原设
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
计方案，出具施工图，并委托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
工单位实施。房屋修缮、改造或者进行室内装饰
装修等依法需要办理用地、规划、施工许可手续
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

房屋安全责任人没有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
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出具
施工图，或者没有委托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
位实施的，由市县住建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
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修缮加固等安全技术措施治
理，并对个人处以一千元罚款，对单位处以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办法》还提出，房屋存在结构安全隐患的，房
屋安全责任人应当按照规定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房屋安全责任人已采取措施消
除安全隐患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乡镇行政机构
报告，乡镇行政机构核实并进行信息更新；经核实
未消除安全隐患的，乡镇行政机构应当督促房屋
安全责任人继续消除安全隐患。房屋安全责任人
拒不按照相关规定消除安全隐患或者无力处理房
屋安全隐患的，乡镇行政机构及时向当地政府报
告并进行妥善处置。

危险房屋在治理、解危前，不得用于出租或者
生产经营活动。危险房屋治理、解危期间，房屋安
全责任人应当设置围栏和警示标识，采取安全防
护措施，防止他人进入或者靠近。乡镇行政机构
应当将危险房屋信息录入省房屋安全信息管理平
台，并采取张贴告示、设立警示标识等方式对危险
房屋相关信息予以公示。

海口海洋生态系统碳汇
试点研究项目通过专家评审

获取数据5000余个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从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获悉，近
日，海口市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试点研究
项目通过专家评审。下一步将结合海
口实际，全面推进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试
点工作，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口市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试点研
究项目包括海口市海洋生态系统碳汇
现状调查、海口市海洋生态系统增汇
区划、海口市温室气体清单（滨海湿
地-红树林）研究、海口市蓝色碳汇大
数据平台以及海口市海洋生态系统碳
汇试点实施方案等5个专题。

该项目由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
院承担，历时1年多完成。其间，项
目组对海口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三
江湿地公园、美舍河等红树林修复区
以及东寨港海草床分布区等进行了
调查，调查样方130余个，获取数据
5000余个。此外，项目组还对海口
市主要入海河口、沿海滩涂、养殖池
塘以及红树林温室气体开展了现场
调查和监测，最终形成了系列成果。

8月 12日，在海口五源
河体育场举行的2022赛季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16
轮比赛中，成都蓉城以2：1战
胜广州队。图为双方队员在
激烈拼抢。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中超：
成都蓉城战胜广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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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昌江
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快速行动，抽调专
门监督力量，对流调溯源、混管“追阳”、
密接次密接人员排查管控、区域核酸检
测等关键环节开展嵌入式专项监督，确
保疫情防控各环节提速增效。

连日来，昌江纪委主要负责人带队
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深入一线进行监
督检查，并统筹“室组地”监督力量，由各
监督检查室、派驻纪检监察组和各乡镇
纪委组成18个监督检查组，紧盯重点地
区和重点场所开展监督检查，着力做好

疫情防控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
督，推动进一步压实“四方责任”。

昌江纪委监委建立常态化召开疫情
防控监督工作调度会机制，全县18个监
督检查组每天下午4时前向党风政风监
督室汇总当日监督情况，县纪委书记于

晚上7时以电话视频方式主持召开疫情
防控监督工作调度会，听取各组当天监
督情况，对工作进行复盘，查漏补缺，部
署第二天工作计划。同时，与省纪委监
委相关室组保持互动，掌握上级工作要
求和监督重点，有效开展监督检查。

据昌江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
关负责人介绍，督查工作一方面突出精准
细化监督重点，有针对性调整监督举措，围
绕发生疫情后的集中隔离点规范管理、定
点医疗机构院感防控、重点机构疫情防控
情况等重点环节进行监督检查。另一方

面突出对农贸市场、酒店、车站、工地等重
点区域开展“下沉式”“拉网式”督查，督促
排查渔港、渔船、渔民、鱼市、鱼贩等“五渔
（鱼）”人员，落实出海报告、回港检测要求。

截至11日上午，各督查组共开展监
督检查133次，发现并梳理出全员核酸采

样工作准备不充分、乡镇个别采样点疫情
防控措施执行不规范等未按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采取防控措施的12类共性问题，
全部立行立改，及时推动相关部门及各乡
镇做好流动筛查、隔离转运等工作。

昌江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加强应急体系运转监督检查，督
促各级党组织立足本职本责，落实防控
措施、对症下药、跟踪督办，确保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到哪里、责任就跟进到哪里，
对反馈问题整改责任不落实、疫情防控
敷衍塞责的严肃问责。 （林枫）

昌江纪委派出18个督查组

深入一线督查疫情防控工作

全球头部拍卖行苏富比落地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