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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看海南

我省18个秸秆垃圾焚烧火点
被通报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为进一步落实省委农
办《关于压实市县落实“禁烤禁烧”工作责任的十
条措施》和省政协《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秸秆禁烧和
综合利用打击土法熏烤槟榔及禁放烟花爆竹民主
监督的工作意见》的通知，巩固我省秸秆垃圾禁烧
工作成效，防止秸秆垃圾露天焚烧出现反弹，近日，
省农业农村厅对出现秸秆垃圾焚烧火点的市县进
行通报。

据统计，10月9日19时至10月16日19时，
全省秸秆禁烧监控系统、卫星遥感系统共发现火
点18个：乐东5个，保亭4个，儋州、万宁各2个，
琼海、定安、临高、昌江、屯昌各1个。

白沙首笔“两山贷”发放

500万元贷款助茶企扩产
本报讯 （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梁如金 李

莹）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白沙黎族自治县有关
部门获悉，由白沙“两山”平台牵线搭桥促成本地
金融企业与茶企的首笔“两山贷”已完成发放，这
也预示着白沙通过建设“两山”平台为本地特色产
业发展迈出了引进“金融活水”的第一步。

白沙五里路茶韵共享农庄通过有机茶为质押
物的方式，获得了白沙农商行“两山贷”500万元
贷款，用于茶产业的扩大再生产。白沙农商银行
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针对白沙特色产业发
展，开发更多以生态信用为担保的“两山贷”产品。

本报讯 （记者苏杰德）《人民日
报》10月 18 日 13 版头条刊发报道
《转型不放松 创新不停步 海南自贸
港发展不断提速》，关注《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实施以来，海南
自贸港不断取得骄人成绩。报道中
指出，近年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推
出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海南稳
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不
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报道称，海南调整结构增强韧
性。近年来，海南优化产业结构，增
强发展韧性，靠的是“3+1”“陆海空”

“三篇文章”，即：“旅游、现代服务、高
新技术”+“热带高效农业”；种业、深
海、航天；离岛免税、特许医疗、国际

教育。
7月6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在海南文昌市开工；9月2日，多方位
保障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损失的保险
在海南三亚落地；9月25日，“探索二
号”完成海试任务返回三亚，实现岛
礁海底滑坡原位观测。据统计，
2020年至今，海南通过公共预算、政
府债券等，已经投入超过200亿元支
持“陆海空”三大科技创新高地建设。

传统旅游业也不断实现新突
破。2021年，全省接待游客8100.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84.3亿元，
分别增长25.5%和58.6%。现代服务
业正驱动经济新动能。2021年全省
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3%，高于整体经济4.1个百分点。

今年年初，海南研究制定了《产
业投资提升年行动方案》，要求大力

推动“3+1”产业发展，坚持“项目带
动”。2022年，海南省计划投资建设
产业项目669个，总投资6671亿元。

既要“练内功”，也要“强外力”。
成功举办两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海南外向型经济持续高增长势头
不减，2021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增长92.6%。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
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257.5亿元，同
比增长45%。其中对“一带一路”沿
线 国 家 进 出 口 455.7 亿 元 ，增 长
89.9%，占36.2%。

报道介绍，海南更加重视制度创
新。海南省委组织部专门出台了《海
南自贸港公职人员容错纠错办法》，
鼓励一线实践者们“放下包袱”，以制
度和法纪，为创新助力。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施行一年以来，海南以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点的150多项

政策文件落地生效，120多项制度创
新成果陆续推出。在洋浦港，就推出
了“全岛一港”国际船舶注册、保税油
供应船舶装船流程等5项制度。

报道提到，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
成果中，“海洋水产种质资源跨省协
同跨国引育新路径”这种创新链和产
业链深度融合的水产种业生态体系，
为打造我国本土海水养殖产业提供
了新路径、新经验。据统计，海南已
累计发布制度创新案例 13 批 123
项。2020年，海南围绕自贸港建设
重点领域，提出的3年 60项制度集
成创新任务，如今已完成和基本完成
55项，完成率92%。

报道强调，海南优化环境稳定信
心。万名干部下企业、对中小微企业
复工复产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推出疫
情防控营业中断损失补偿保险、为重

点 进 出 口 企 业 量 身 定 制“ 服 务
包”……9月以来，海南连续出台10
余项助企纾困政策。其中，仅《海南
省稳经济助企纾困发展特别措施
（2.0版）》就重点从升级、缓缴、减费、
补贴、信贷、消费等6个方面提出了
34条措施。

自贸港建设以来，海南始终把优
化营商环境作为重中之重，实现实行
告知承诺制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111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电子证书
100%覆盖，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
个工作日。今年8月，海南省新增市
场主体68314户，同比增长63.63%；
1—8月份，海南省共新增市场主体
61万户，目前全省实有市场主体已
突破200万户。与此同时，已累计有
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
海南自贸港设立企业，布局新发展。

《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关注海南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海南自贸港发展不断提速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 （记者
习霁鸿 通讯员刘爽 李凡 翁小芳）
据中央气象台10月18日消息，今年
第20号台风“纳沙”于18日下午由
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预计“纳沙”
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
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海

南岛南部海面靠近，19日从海南岛
南部海面掠过，20日将在北部湾南
部海面减弱消散。受“纳沙”和冷空
气共同影响，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有暴
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省气象局18日16时50分继续
发布台风三级预警。18日17时发布

暴雨三级预警：受“纳沙”和冷空气共
同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本岛文
昌、琼海、万宁、琼中的部分乡镇将出
现100毫米以上降水，海口、定安、屯
昌、陵水、三亚等市县的部分乡镇将
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

省水务厅和省气象局10月 18

日 16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
象风险预警：预计，10 月 18 日 20
时至10月19日20时，海口、三亚、
儋州、文昌、琼海、万宁、五指山、澄
迈、临高、陵水、琼中、定安、白沙、
屯昌、保亭等市县的部分乡镇发生
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可能性达到

蓝色预警级别，其中，琼海、万宁、
琼中、定安、屯昌的部分乡镇发生
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可能性达到
黄色预警级别。其他地区也可能
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
害，请相关部门注意做好监测预警
及转移避险等防御工作。

“纳沙”预计今日掠过海南岛南部沿海
受台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大部分地区大风+暴雨

《问政海南会客厅・厅局长
谈信用》第三期推出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丁文文
苏靓）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问政海
南会客厅·厅局长谈信用》栏目第三期节目近日推
出，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王忠云全面解读高质量推进我省旅文行业信用体
系建设工作。

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是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的重要保障，是推动旅游市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自2019年起，“海南旅游
诚信平台”对企业进行实时动态评分，动态准入、
动态退出放心商家和优质商家。目前，平台已建
立了旅行社、景区、酒店三大板块诚信档案库，涉
及 5285 家酒店，77家景
区，665家旅行社，形成全
面覆盖行业各类市场主体
信用信息的“一张网”，助
推我省旅文行业信用体系
建设高质量发展。 扫码看节目。

看点

创意H5《蜗牛信箱》上线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麦文耀 许光伟）10月18日，由中共海南
省委网信办出品，法治时报承制的创意H5《蜗牛
信箱》全网温情上线，通过多处别出心裁的创意互
动触发设置，带观众沉浸式体验非凡十年巨变。

小小的信箱跨越见证大发展。创意H5《蜗牛
信箱》带观众重启尘封十年的信件，开启一段奇妙
旅程，让人们在创意互动中，温情回顾党的十八大
以来，那些承载着喜悦、希望和感动的时刻，唤醒
人们心中非凡十年的印记。创意H5《蜗牛信箱》
一经推出，当即引起省内
外20多家媒体的关注报
道，其微信公众号、客户
端、网站、微博等平台的转
载、转发，引发众多平台的
网友们纷纷前来转发和点
赞、留言。 扫码看H5。

本报讯 （记者邵长春 邓海
宁 李艳玫 通讯员符转 陈可瑞）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
务段获悉，因受台风“纳沙”影响，
10 月 18 日 12 时起海南环岛高
铁、海口市郊列车全线停运，目前
计划19日仍继续全线停运。

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获悉，截至当天19时
30分许，该机场已取消航班24架
次，其中进港16架次，出港8架次。

18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计划
航班151架次（进港62架次，出港
89架次）。截至19时，该机场已执
行航班106架次（进港34架次，出
港72架次），已取消31架次（进港
26架次，出港5架次），天气原因备
降航班0架次。未执行航班14架
次（进港2架次，出港12架次）。

海南环岛高铁、
海口市郊列车全线停运
部分航班取消

本报三亚10月18日电（记者
徐慧玲 李艳玫）10 月 18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旅文局获悉，受
台风“纳沙”影响，该市所有景区景
点暂停营业，恢复营业时间有待通
知。

记者18日从三亚市三防办获

悉，目前三亚各区、各成员单位严
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制
度。

船只海上防风避险方面，该市
所属735艘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
渔船渔排转移上岸人员 1898 人。
同时，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加强巡查

检查，派出工作组驻守崖州中心渔
港，加强对渔港、渔船、渔民的安全
管控，确保做到“船回港人上岸”；
三亚海事局辖区在港的客运船、货
运船、施工船舶、游艇、科考船、无
动力船舶等各类船舶共 1234 艘，
均已进入计划防台风水域。

在水库安全度汛方面，三亚市
水务局派出工作组开展水库防汛
专项巡查，发现问题立即要求整
改。

此外，三亚全市中小学校（含
幼儿园、托儿所）、校外培训机构10
月18日18时起至19日全天停课。

10月18日，在儋州市白马井中心渔港，渔民在做防风工作。
台风即将来袭，我省各渔港码头提前做好防风工作。截至18日8时，琼海市611艘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工作；昌江黎族自治县730艘涉海渔船已全部落实

海上防风措施在港避风，人员全部上岸；文昌市清澜港的283艘渔船已经全面停止出海作业，均返港归位，做好了防风准备；东方市574艘渔船也已全部回
港避风。 图/本报记者 陈元才 文/综合本报记者

三亚所有景区景点暂停营业
多部门机构严防台风

回港避风

关注台风“纳沙”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
郭萃）为应对今年第20号台风“纳
沙”，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目前储备蔬
菜23个品种约4000吨，另有约300
吨在途。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减少台
风带来的损失，该集团菜篮子蔬菜种

植基地目前已组织采收菜心、小芥
菜、地瓜叶、空心菜、上海青等菜品；
基地还将根据台风的移动路径，加大
力度进行抢收，做好排涝准备，确保
台风后蔬菜生产供应。

在调运储备方面，该集团目前已
紧急从岛外调运大白菜、生菜、上海

青、金丝白、西红柿、青瓜等需求量较
大的岛外蔬菜，同时对接省内文昌、
澄迈、定安、乐东等市县基地，提前预
订长豆角、茄子、苦瓜等本地蔬菜。

此外，为满足市民加大菜品采购
量应对台风影响的需要，菜篮子集团
也将持续加大市场平价菜投放量，统

筹配送车辆管理，提高网点二次、三
次补货配送频率，根据市场需求持续
补货，重点保障22种基本调控蔬菜
和“一元菜”供应充足，带头稳定市场
价格，保证台风期间菜篮子末端网
点、农贸市场、食堂等客户蔬菜供给
充足。

海口菜篮子储备约4000吨平价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