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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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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贸……海口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按下快进键 激活新动能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国投生态环境大厦已完成幕墙安装，远看如同一幅壮美的“山水画”；新海客运枢
纽项目和交通枢纽（GTC）项目进入冲刺阶段，展现腾飞之姿……近日，走进海口各大
重点项目工地内，处处涌动着争分夺秒拼经济搞建设的热潮。

海南日报记者获悉，海口全市上下正大力发扬苦干实干的作风奋力攻坚，全力以
赴抓项目扩投资、深挖潜促消费、拓市场稳外贸，奋力“冲刺四季度”，尽全力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罗霞）海口、三亚等地发
放政府消费券；海南5300万元旅游消费券
10月27日起开始发放……最近，海南政府
消费券发放工作有序推进，持续激发消费
活力。消费者可积极关注相关领券信息，
领券消费。

发放政府消费券是我省安排财政资
金，在当前形势下以真金白银提振信心、引
导消费的一项重要举措。

今年4月28日起，省政府安排1亿元
财政资金开展“助商惠民，乐享海南”第一
轮消费券发放活动，活动期间市县配套财
政资金，共同发放消费券，有效激发了消费
市场活力。在总结评估第一轮消费券发放
效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促进消费，省政府
追加1亿元资金继续发放消费券，开展“助
商惠民，乐享海南”第二轮消费券发放活
动。目前，“助商惠民，乐享海南”第二轮消
费券发放活动正在持续推进。

“助商惠民，乐享海南”第二轮消费券
发放活动突出重点市县，对海口、三亚、儋
州、文昌、琼海、万宁、澄迈等市县安排资
金，主要由这些市县负责组织发放消费券，
优先支持重点行业，涉及离岛免税、餐饮、
零售、家电等方面。此外，在该活动中，省
商务厅投入1000万元财政资金，开展家电
消费满减活动，发放家电数字人民币满减
消费券，受到消费者欢迎。

旅游消费券方面，按照《海南省稳经济
助企纾困发展特别措施（2.0版）》，我省特
别追加安排面向游客的5000万元旅游消
费券。同时，中国银联投入300万元联合
开展活动，此次旅游消费券共计发放总金
额为5300万元。自10月 27日我省启动
5300万元旅游消费券发放活动以来，不少

消费者领券消费，促进了海南旅游产业加
速回暖。

如何领取政府消费券？目前，我省相
关部门和市县发放的各类政府消费券，在
领取平台、领取规则等方面有所不同。消
费者可按照我省相关部门、市县分别公布
的领券信息，领券消费。

比如，在“惠聚椰城 悦享美好”2022年
终促消费活动中，11月11日至16日，海口
通过云闪付分批发放200万免税消费券和
100万餐饮零售消费券，每天上午10时可
以通过云闪付APP领取；11月11日至30
日，海口通过抖音发放200万本地商圈专
属消费券，抖音搜索“惠聚椰城”，活动开启
后即可领取满200元减80元、满100元减
40元、满50元减15元等立减消费券，数量
有限，领完即止。

10月27日启动的海南5300万元旅游
消费券发放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日。活
动期间，游客可登录银联云闪付APP，每天
9时至23时可进入领券活动专区，领取景
区、酒店满减旅游消费券。首批发放的消
费券配置多个档次满减优惠券。景区消费
券分为4个档次，酒店消费券分为3个档
次，游客领取旅游消费券后基本可按五折
价格“惠”游海南。本次活动系国内首次
打通云闪付平台和携程、同程、途牛、马蜂
窝、去哪儿等OTA（在线旅游预订平台）联
合发放核销旅游消费券的链路，通过云闪
付平台代为管理资金和发放核销消费券，
游客通过指定OTA预订酒店和门票（景
区也可在售票处购买核销），在支付时自动
核销消费券。我省各大旅游企业也纷纷借
此机会，推出多项旅游套餐产品，吸引更多
游客。

三亚助力涉旅企业培养持证救生技能人才

泳池没“堵点”酒店添“卖点”

真金白银 助商惠民
我省发放政府消费券促消费，涉及多领域、多市县

11月15日，美兰机场快速通道项目施工现
场，大型施工车辆穿梭往来，机器轰鸣声不绝于
耳，40多名工人正在岗位上奋战。

“11月5日，开工不到一周时间，项目实现首
根桩机顺利开钻，标志着项目进入实质性施工阶
段。”海口城建集团路桥公司项目经理曹洪坤介
绍，美兰机场快速通道项目总投资21.2亿元，多为
高架快速路，“针对项目体量大、时间紧、任务重等
特点，全体参建人员锚定节点目标，超前谋划，挂
图作战，以实际行动提升建设效率。”

“好项目的落地，离不开土地、资金等众多要
素的高效支撑。”海口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市持续开展“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为重
点项目配备政府服务专员，为115个省、市重点项
目建设“铺路架桥”。

“11月5日，大厦顺利冲出‘正负零’。”在山能
智慧产业大厦项目土建工程师钟耀文看来，该项
目之所以能一直按照进度顺利推进，除了施工企
业的自我加压，更离不开海口江东新区项目专员
的贴心服务，“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来工地，帮我们
协调解决各种难点堵点问题。”

同时，海口成立项目谋划专班，深挖城市更新、
产业集群、乡村振兴等存量领域潜能，紧盯自贸港
封关运作、新基建、低碳环保等领域，通过筛、调、
提、补，建立动态管理的项目储备库。截至目前，已
储备项目862个，为经济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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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海口国际免税城开业。这座世界
最大的单体免税店甫一“登场”，就成为海南新晋
网红打卡地，给海口带来巨大的人流、客流和商
机。

“为抓住海口国际免税城开业的契机，全力挖
潜扩容促消费回升，海口于10月27日起发放政府
消费券共500万元，其中免税消费券400万元。”
海口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开业当天该免税
城进店人数就超4.4万人次，销售额超6000万元。

第三产业占海口GDP比重约80%，促进第三
产业回升对稳住全年GDP增长至关重要——

主题活动促消费增长。11月11日晚，海口市
椰城优惠购物节活动开幕，该活动持续3个月，通
过形式多样、不间断的促销活动，提振消费信心，
激发消费活力。

文旅市场逐渐回温。11月11日，“我爱海口
我们的节日”活动启动，2个月内将根据不同节日，
不同人群打造40场以上活动，共创共享城市新生
活方式。

大型展会激发消费热点。11月3日至6日，
2022金秋第一车展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共
售出3469笔订单，销售额超5.8亿元。

……
接下来，海口还将结合“双12”、元旦等促销节

点，发动全城各大商超以及餐饮店、夜市等，营造
消费热潮。

10月29日，位于海口空港
综合保税区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
的菲律宾皇家航空飞机正式启动维
修。这也是该保税区自封关运作后迎来
的首单境外飞机维修业务。“此次飞机维修
业务可享受进境维修免缴保证金等3项海南
自贸港优惠政策。”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
司总裁谢世伟表示。

在推进自贸港建设过程中，海口积
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服务贸易
发展增添了新动能、新活力。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上，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与
5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其中2家为外资企业。

“爱玛客将在园区设立中国区爱玛客全资子
公司，打造高标准的现代化服务；德格电器将设
立德格电器自贸港区域总部，形成对德资企业招
商引资成果示范作用。”该园区产业总经理吴清
吉介绍。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罗增斌表示，海口全
市上下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做好
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农业稳基
础、工业多贡献、消费促回升，聚焦三次产业、“三
驾马车”，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尽最大努力争
取最好结果，为全省发展大局多作贡献。

（本报海口11月15日讯）

本报三亚11月 15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李欢）“泳池一直是酒店的卖点，但由
于救生员配备不足，今年6月以来一直未能
开放，成为酒店复工复产的堵点。”近日，在
三亚开展“千名干部进千企”服务行动中，三
亚凤凰水城凯莱度假酒店总经理彭艳萍向
旅游和文化体育服务组联络专员反映当前
企业复工复产存在的问题。

“酒店两个泳池共计780平方米，需配
置7名救生员才能对外开放营业。”彭艳萍
说，受疫情影响，酒店一线员工流动较大，
且社会面持证的游泳技能人才少，短时间
内难以招到合适的技能人才，导致泳池迟

迟不能开放营业，严重影响了企业复工复
产的进度。

近年来，随着游客旅游消费能力提升，
旅游需求逐渐从传统观光向休闲度假转变，

“宅”在酒店度假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有
带泳池及儿童乐园配套的酒店更是成为不
少亲子家庭的首选。“泳池是否营业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游客的入住选择。”彭艳萍说。

三亚市“千名干部进千企”旅游和文化
体育服务组干部在走访企业过程中了解
到，多家企业也有类似诉求，希望政府部门
搭台，集中组织培训，培养更多持证救生技
能人才，有效解决酒店行业持证救生员不

足问题。
“为了加快企业复工复产，我们在11月

3日至10日举办了两期三亚市旅文行业游
泳救生员培训班，全市共有200人参加。培
训免费，且参加考核成绩合格的学员，可以
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将缓解旅文行业持
证救生技能人才比例不足等问题。”三亚市
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自三亚市“千名干部进千企”服务
行动启动以来，三亚旅游和文化体育服务组
高效架设干部与企业之间沟通机制，采取线
下走访、线上服务相结合工作模式，全力解
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下一步，将依托三亚市旅
文行业会商会议平台，邀请有
关职能部门，研究推进解决
行业复工复产存在的共性
问题；同时点对点精准做
好企业复工复产堵点个
性问题跟进督办工作，
高效推动问题解决，
助推惠企政策落地
生效，提振企业发
展信心。”三亚市
旅 文 局 上 述 负
责人说。

万名干部下企业

11月10日，海南省重点民生工程——人大附中海口实
验学校中学部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该校位于海口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是一所全日制公立学
校，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包含初中部教学楼、高中部教学
楼、礼堂、艺术楼、图书馆及行政楼、多功能体育馆（含游泳
馆）等。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张茂 实习生 杨哲 摄

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中学部
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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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举办海上邮轮市集
解锁游玩新体验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逛一逛有趣

的创意市集，正成为许多人在“家门口”

度假的选择之一。11月12日，一场热

闹的邮轮市集在三亚开启，这是由三亚

市旅游推广局举办的“In三亚Fun肆

Go”海上大玩家活动，依托三亚游艇产

业运营优势，将游艇、游玩、夜景、音乐、

美食等元素有机融合，以“沉浸式体验+

餐饮休闲”作为引流元素，为市民游客

打造多维度的场景体验。

本次活动共分3个航次，以“航海

寻宝”为主题，设置宝藏市集、海上派

对、VR体验馆等游乐体验环节，让市
民游客在邮轮上不仅可以通过丰富的
互动游戏体验航海探险，还能嗨玩兼
具玩乐趣味与观赏效果的休闲项目。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局长叶家麟介
绍，本次活动以“时间短、路程短、体验
性强”为特点，打造“微度假”旅游模
式。活动现场坚决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政策措施，制定防控预案，做好防疫物
资储备，引导广大游客做好个人防护，
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近年来，丰富多彩的游艇出海游
产品和水上项目，已成为三亚新的旅
游消费热点。叶家麟表示，“In三亚
Fun肆Go”活动，旨在联合涉旅、涉文
企业实施多重惠民消费举措，持续激
发游客消费热情，进一步推动旅游企
业加快复工复产。此次举办的海上大
玩家系列活动，围绕邮轮观光、邮轮美
食、邮轮游戏等要素，充分整合调动邮
轮资源，推广海上旅游路线，协助打造
本土邮轮品牌，助力推动邮轮游艇旅
游行业复苏。 建筑工人在项目上施工。

俯瞰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中学部。

工人在进行幕墙施工。

①国投生态环境
大厦项目玻璃幕墙安
装后展露“山水画”。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②海口空港综合
保税区一站式飞机维
修基地，菲律宾皇家
航空飞机启动维修。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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