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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0月12日电（记者徐
慧玲）10月12日，随着三亚市鹿城大
道（三横路工程）抱坡段、凤凰段（二
期）正式通车，鹿城大道（三横路工程）
实现全线贯通，三亚市区路网增添“大
动脉”，进一步缓解主城区的交通压
力，为市民游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鹿城大道（三横路工程）全长约
18.5公里，设计车速为60公里/小时，
是三亚东西走向的交通要道之一。该
道路西起三亚西联络线（S84）与天涯
连接线交叉口，东至学院路与学院路
平交，包含3.5公里机场现状路及15
公里的新建路段，道路红线宽30米
至40米，规划标准为城市主干道，将
分流三亚市另一主干道凤凰路的交
通压力。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沿鹿城大道
（三横路工程）抱坡段实地驾驶体验，
双向六车道十分宽阔，崭新的道路两
旁，绿化、路灯和标志牌等一应俱全。
在鹿城大道与落笔洞路、抱坡路、育新
路、水蛟路等道路的交叉路口，已经设
置了红绿灯，许多车辆也已驶上这条
新路“尝鲜”。

据悉，鹿城大道（三横路工程）新
建路段由三亚市交通运输局根据区域
交通发展需要并结合可实施条件，分
年限、分路段进行建设，全线共分为五
段（六个标段）实施。其中，凤凰机场
段长 3.435 公里，凤凰段（一期）长
1.076公里，凤凰段（二期）长4.430公
里，抱坡段长4.609公里，荔枝沟段长
1.459公里，项目累计完成投资约14.3
亿元。 10月12日，车辆在三亚市鹿城大道（三横路工程）抱坡段行驶。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日前，省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印发《海南省开
展营商环境示范市县（园区）创建工
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海口市、
三亚市、陵水黎族自治县、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口
江东新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等7个
营商环境建设工作领先的市县和园

区将率先创建示范市县（园区），发挥
改革创新和示范引领作用。

根据《方案》，示范市县（园区）
具备深化提升基础、复制推广条件
与先行先试条件，上述 7 个市县
（园区）重点示范内容各有不同。
我省将适时组织示范创建的市县
（园区）开展“擂台比武”，促进示范

创建工作走深走实。同时，落实优
化营商环境“赛马”机制，支持和鼓
励其他市县（园区）向省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提出创建示
范市县（园区）申请，经评估其具备
创建条件的，按程序报批后滚动纳
入示范创建范围。

经评估认定创建工作达标和向

社会公示，并上报省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专班同意后，将给予示范市县（园
区）授牌。对于创建工作中形成制度
集成创新案例，支持上报国家和我省
制度集成创新案例。省相关部门对
示范市县（园区）在项目储备、政策引
导、资金配套、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等
方面给予倾斜。

我省启动营商环境示范市县（园区）创建
将组织示范创建的市县（园区）开展“擂台比武”

本报八所 10月 12 日电（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 通讯员
麦凤完）东方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
境，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今年
前 三 季 度 ，该 市 新 增 市 场 主 体
6317 户。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10
月 12日从东方市政府有关部门获
悉的。

近日，在东方市政务服务中心
的市场监管服务窗口，海南千洋贸

易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正在办理相
关业务。“自从商事登记‘全省通办’
制度实施后，企业注册登记在电脑
或手机上就可操作，不用和以往一
样提供纸质材料，大大减少了企业
跑腿的次数。”该负责人说。

围绕企业“准入、准营、准出”
全周期，东方近年来不断深化“放
管服”改革，将降低准入和准营门
槛的便利送给企业，将事中事后监

管的挑战留给政府，激活创新创业
“一池春水”。

今年4月注册成立的海南东方
闽鑫鞋业有限公司选择落户东方，
正是因为东方持续优化的营商环
境。从注册到领取工商营业执照，
该公司仅花了4小时，省时省力又
省心。“这边的注册时间非常快，服
务特别好。”该公司管理人员卞外福
说，不仅如此，东方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工作人员还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为加快推动提振经济，东方各

部门积极采取各种有力有效措施，
立足审批“减法”基础，在服务“加
法”上持续加码。东方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企业注册监督管理办公室
主任李正伶说，该局主动回访新开
办企业，了解企业经营发展现状，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市场主体
成长壮大。

东方今年前三季度新增市场主体6317户

营商环境优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海南省“喜迎二十大·书颂自贸港”
主题书法作品展开幕

生动书写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尤梦瑜）10月
12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共同主办，省书法家
协会、省书画院承办的海南省“喜迎二十大·书颂
自贸港”主题书法作品展在省博物馆开幕。

本次展览聚焦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以“以事成
文”“以文成墨”的主题创作模式，组织120多位书
法家进行创作。作品将记言录史的时代文本和抒
发情感的笔墨技巧融为一体，笔酣墨饱、行云流
水，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以来，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生动书写了海南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场景
和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日，公众可前往
省博物馆1号展厅及2层公共空间免费参观。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傅
人意）海南日报记者10月12日从省
发展改革委获悉，2023年海南省重点
（重大）项目投资计划申报工作已经启
动。根据部署，省发展改革委将继续
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
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
和南繁、深海、航天三个未来产业为重
点，围绕产业发展、低碳生态环保、

民生公共服务、“五网”基础设施等领
域，谋划一批高质量、高标准的重点
（重大）项目，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按照要求，相关申报项目应符合
“多规合一”、海岸带开发与保护、节约
用地、集约发展原则，严格执行生态保
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
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不
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同时，项目还

应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原
则，具有较大投资体量、较大建设规
模、较强带动作用。申报新开工项目，
2023年必须开工建设。纯商业住宅
房地产项目、以安置房等之名行房地
产开发之实的项目严禁进行申报。

项目申报范围分为四类，第一类
为产业发展类，包括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等；第二类为低碳、生态环保
类，包括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装
配式建筑、生物降解等；第三类为民生
公共服务类，包括学校、医院、疾控中
心、文体中心、安置区工程、老旧小区
改造、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等；第四
类为“五网”基础设施类，包括路网、光
网、电网、气网、水网。

据悉，申报的旅游业项目、现代服

务业项目、“路网”“光网”“电网”“气
网”项目总投资应在10亿元（含）以
上；制造业项目、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项
目以及民生公共服务项目总投资应在
5亿元（含）以上；高新技术产业项目，
低碳、生态环保项目以及“水网”基础
设施项目的总投资应在3亿元（含）以
上。同时，申报项目的年度计划投资
在1亿元（含）以上。

2023年省重点（重大）项目投资计划申报工作启动,以四大主导产业、三个未来产业为重点

谋划一批高质量高标准项目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

杨洲）10月 1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住建厅获
悉，《海南省建筑垃圾治理及资源化利用三年攻
坚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已印发实施，我
省将用3年时间进一步推进建筑垃圾治理和资
源化利用，到2024年全省建筑垃圾安全处置率
达到100%。

《方案》要求，2022年，各市县要完成建设1
座以上建筑垃圾消纳场或资源化利用厂，实现建
筑垃圾产消能力基本平衡。省住建厅可视实际
情况建立建筑垃圾跨市县处置协调机制，协调各
市县产消平衡工作。各市县全面落实新开工和
在建工程项目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及施工现
场建筑垃圾源头分类减量要求，严格开展建筑
垃圾处置核准工作，实现全省建筑垃圾安全处
置率、综合利用率、资源化利用率分别达到
90%、50%、30%以上，有效遏制建筑垃圾出现
新的乱堆乱放现象。

2023年，我省将持续开展全省存量建筑垃
圾治理工作，实现全省建筑垃圾安全处置率、综
合利用率、资源化利用率分别达到95%、60%、
50%以上。2024年，我省要实现全省建筑垃圾
安全处置率达到 100%，综合利用率与资源化
利用率达到80%以上，基本建立起建筑垃圾从
源头减量、分类投放、中端收运、末端处置到再
生产品利用管理体系。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郝琳琳 刘子林）10 月
1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海关获
悉，10月9日，海南省人民医院进口
的一台医疗设备在该关所属美兰机
场海关顺利通关放行，涉及货值430
万元，享受 13%的税率减免。这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
关税”政策升级后首次惠及海南省
公立医院。

根据前期调研摸底，海南省公
立医院、研究中心及科研院所等各
类事业单位有进口设备需求。“海
口海关联合省卫健委积极推动海
南公立医院适用‘零关税’政策落
地实施。公立医院享惠进口减少
了财政资金开支，另一方面公立医
院可以提供更优质的检测和治疗
服务，增强海南人民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海口海关关税处处长林勇

介绍。
“我们将联合海口海关推动公

立医院在大型医疗设备集中采购，
用好‘零关税’政策。”省卫健委规划
发展与信息化处处长肖大华说。

2021年3月4日起，海南自贸港
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公布实
施。截至今年 9月，具有自用生产
设备“零关税”进口资格单位共计
187家，享惠企业61家，进口总货值

约21.2亿元。主要享惠商品有集装
箱起重机、客运架空索道、挤压造粒
机等，已覆盖政策涉及的基础设施
建设、加工制造、研发设计等七大领
域，在推动海南自贸港产业聚集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2月14日，财政部、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联合公布《关于调整海
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
税”政策的通知》，增列旋转木马、秋

千及其他游乐场娱乐设备等文体旅
游业所需的生产设备，涉及 8项税
号商品。同时，享惠主体扩大到海
南自贸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事业单位。

下一步，海口海关将继续全力
支持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加大
自贸港政策宣讲，推进政策优化，持
续推动政策惠及更多企事业单位，
助力政策实现更广泛的早期收获。

海南自贸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

首次惠及海南公立医院

鹿城大道全线通车
三亚市区路网增添“大动脉”

我省实施建筑垃圾治理及资源化利用
三年攻坚行动

到2024年建筑垃圾
安全处置率达100%

海口市零工市场
揭牌运营
提供“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武娟）10月12日上午，
海口市零工市场（海南就业驿站海口
嘉华站）在海口市美兰区嘉华路揭牌
运营，将通过“线上+线下”为求职者
及用工单位提供“一站式”公共就业服
务，促进劳动者就业。

据了解，海口市零工市场以稳就业
保就业为宗旨，面向海口经济圈劳动者
及有招聘需求的用工单位，除提供求职
招聘服务、政策岗位信息发布、就业创业
指导等“一站式”就业服务外，还提供劳
动关系调解、社保卡办理等一揽子核心
公共服务产品，为就业服务赋能增效。

海口零工市场在提供传统线下公
共就业服务的同时，还将同步推广“海
口经济圈零工之家”线上平台，提供24
小时“不打烊”的公共就业服务。海口
经济圈内各市县用工单位及求职者可
随时通过该平台登记招聘或求职需
求，通过数据智能匹配，实现“岗位找
人”，精准推送岗位信息。零工市场工
作人员还将定期跟踪回访，掌握求职
者的就业情况，高效促进人力资源与
岗位需求匹配对应。

揭牌仪式当天，还举办了首场线
上职业指导直播课、面试会和一对一
就业指导。

海南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
人才计划报考工作启动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黎鹏 通讯员金
浩田）海南日报记者10月12日从省教育厅获悉，
我省2023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
生报考工作已经启动，报考硕士研究生的材料审
查时间为10月11日至10月20日期间的工作日，
接收报考博士研究生材料时间可延长至考试前一
个月。需提交的审核材料及审核材料地点可登录
省教育厅官方网站查看。

据介绍，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方可报考少数
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具有海南户籍的少数
民族考生；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自治地方工作满
3年以上，且报名时仍在我省民族自治地方工作
的汉族考生。我省民族自治地方为乐东黎族自
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
族自治县。

海南首部苏东坡主题话剧
《海外东坡》10月21日开演

本报讯（记者刘晓惠）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获悉，我省首部苏东坡主题话
剧《海外东坡》（原名《约定》），将于10月21日、22
日晚在省歌舞剧院开演，目前售票通道已开启。

据了解，话剧《海外东坡》生动再现了苏东
坡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海南的深沉热爱。
该剧曾于2020年12月在第21届海南岛欢乐节
儋州分会场上演，荣获第四届南海文艺奖。后
经多轮修改，形成现在长达140分钟的多场次
大型话剧。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
茶叶研究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方宗壮）近日，海
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中心揭牌暨海南大叶种
茶遗传资源全省普查启动仪式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举行。

据介绍，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中心在白沙
挂牌，将为未来省农业科学院和白沙“院县”合作
打下坚实基础。双方将以此为契机，有力推动白
沙茶产业乃至我省茶产业的发展，取得更多科技
振兴茶产业发展的新突破和新成果。

当天，海南大叶种茶遗传资源全省普查正式
启动，白沙是开展茶遗传资源全省普查的第一
站。该活动将摸清海南古树茶的家底，为下一步
开发利用好、保护好古树茶资源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