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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 26日讯 （记者刘
操）11月26日下午，琼港经济合作发展
工作座谈会在海口、三亚、香港等地通过
视频连线方式举行。省政协主席毛万春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副省长倪强介绍了省政府推
进琼港经济合作发展相关工作情况和
工作计划。琼港经济合作发展咨询委
员会相关人员介绍了近期有关工作情

况。海口市、三亚市、省商务厅、海南国
际经发局、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省政
协经济委员会、省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
员会等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先后发言。
与会人员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和互
动交流。

毛万春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锚定“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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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港经济合作发展工作座谈会举行
毛万春主持

本报海口11月 26日讯 （记者李
磊）11月26日，省长、省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总指挥冯飞在海口主持召开指挥
部会议，分析研判我省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分析了我省疫情防控形势，海
口、三亚、琼海、东方、乐东就本地区疫情
处置、机场和港口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
进行汇报。冯飞指出，要充分认识我省
疫情防控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坚决
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做好打硬仗的

思想准备、工作准备、资源准备，不断查
找补齐工作中的短板弱项，毫不松懈抓
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冯飞要求，要有效落实各类防控措
施，迅速扑灭疫情，加强省外来琼人员健
康管理，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坚决防范
疫情社区传播。要进一步完善守关口的
各项措施，加强市县之间协同配合，优化

“落地检”流程。要加强分析研判，找准
社区防控工作中的差距和短板，开展明
察暗访，及时堵住防控漏洞，确保各项防

控措施落实到位。要进一步强化资源储
备，树牢底线思维，建立工作台账，增加
重症救治资源。要把疫苗接种作为当前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宣传动
员，加快推进相关工作。要做好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统筹”工作，坚持

“一手打伞，一手干活”，各类聚集性活动
要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合理控制
数量和规模的前提下有序开展。

副省长王路、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
出席会议。

冯飞在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会议上指出

杜绝侥幸心理补齐短板弱项
毫不松懈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省政府日前
印发《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指出各市县政
府和省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要按照“谁
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在优先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做好用海审批出让和
监管工作。

根据《办法》，在本行政区域内持续
使用特定海域3个月以上排他性用海活
动的审批出让，适用本《办法》。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依法负
责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工作。行政审批
职能已划转至行政审批部门的市县，由

行政审批部门负责。
《办法》明确了海域使用论证、申

请批准、招拍挂出让、登记发证、监督
管理等方面内容。具体包括：海域使
用论证方面，单位和个人需要使用海
域、拟通过申请审批方式取得海域使
用权的，可自行或委托有关技术单位
按照国家海域使用论证技术规范要求
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表）。市、
县、自治县渔业部门应当对选划的养
殖区域进行整体海域使用论证。单位
和个人在选划区域申请养殖用海的，
不再进行海域使用论证，围海养殖、建

设人工鱼礁或省人民政府审批的养殖
用海项目除外。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当为意向用
海人提供海域使用论证等用海前期工作
的指导、咨询及查询等服务。为加快审
批，对暂不具备受理条件的意向用海，经
意向用海人申请，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可以先行开展项目用海论证和专家评审
等技术审查工作。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应当建立海域使用论证评审专家库。评
审专家库应当包括海域使用论证所需各
类专家，根据专家业务能力及信誉等条
件，及时进行调整和更新。

海南印发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法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记者计思
佳）11月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宣
布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北京、上海、广州、
西安、海口等36个先行城市或地区启动
实施。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人社厅养老保
险处获悉，作为先行城市，在海口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的劳动者目前已可以办理个人
养老金业务。

据介绍，个人养老金不同于基本养

老保险，是政府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
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目前规
定年缴纳上限为1.2万元。根据《个人
养老金实施办法》，参加个人养老金，需
要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资
金账户。参加人可在自然年度内按月、
分次或者按年度自愿缴费。

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个人养老金的参加人应当通过全国统
一线上服务入口（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

平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
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APP等）
或者经银保监会确定的商业银行，在信
息平台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之后，选
择一家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开立或者
指定本人唯一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并与个人养老金账户绑定。参加人通
过商业银行渠道，可以一次性开立这两
个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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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先行启动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
多家银行APP支持开户，年缴纳上限1.2万元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记者刘晓
惠 实习生李嘉欣）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发布2022年加快复工复产振兴旅
游业奖补资金扶持项目名单公示，我省
拟发放旅游业奖补资金4669.1万元，奖
补498家旅游业扶持项目。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海南省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提振行动方案》和《海
南省稳经济助企纾困发展特别措施（2.0
版）》相关要求，省旅文厅于9月30日出

台了《关于加快复工复产振兴旅游业的
若干措施》，对我省旅游业予以纾困扶
持。10月13日，省旅文厅下发通知，正
式启动相关资金申报工作。

本次公示共5个项目，分别是支持
旅行社开拓游客市场补贴、助力旅游
住宿业纾困增收补贴、奖励A级景区
有序运营补贴、支持邮轮游艇行业复
苏补贴、鼓励旅游商品企业扩大推广
和销售补贴。经审核可奖补498家，补

贴资金共4669.10 万元。其中支持旅
行社开拓游客市场补贴项目198家，补
贴资金1112万元；助力旅游住宿业纾
困增收补贴项目 200 家，补贴资金
1350万元；奖励A级景区有序运营补
贴项目43家，补贴资金1975万元；支
持邮轮游艇行业复苏补贴项目17家，
补贴资金 125 万元；鼓励旅游商品企
业扩大推广和销售补贴项目40家，补
贴资金107.1万元。

加快复工复产 推动产业振兴

我省拟发放旅游业奖补资金4600余万元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谭生其）11月26日晚，由海南省政
府主办的海南省第六届少数民族文艺会
演在海口开幕，来自海口、三亚、儋州等14
个市县代表团共607人参加本届文艺会
演，参演人员涵盖汉族、黎族、苗族、壮族、
满族、侗族、瑶族、土家族等多个民族。

“这既是一次民族文化交流的盛会，

也是宣传展示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窗
口。”省民宗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文
艺会演以本省民族歌舞团为创作主体，
由省民族歌舞团、市县民族歌舞团等文
艺团队参与编演，用原生态的民族歌舞
与精巧的艺术构思展示民族文化之美。
23个参演作品源于群众、源于一线，生
活气息浓郁，经过长时间精心打磨，突出

展现全省少数民族文艺优秀成果。
本次会演将持续至11月30日，共

演出4场，其中评比演出3场，汇报演出
暨颁奖晚会1场。会演由省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共
同承办，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好地传承、
保护、发展、创新和弘扬海南民族文化。

海南省第六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开幕

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旋律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支起自拍杆，对着手机屏幕捋一捋
发白的鬓角，再清清嗓子、挺直腰板，罗
张强的“直播间”一切准备就绪。数秒
后，成片青翠且静谧的苗圃基地里，传出
了他抑扬顿挫的嗓音，一旁的果苗沐浴
着泥土芬芳，又吐新芽。

这是11月26日，59岁的白沙黎族
自治县荣邦乡大岭居党总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罗张强在大岭居田头开启的一
场直播。别看他如今面对镜头脸不红、
心不跳，还能不时展露出亲和力十足的
笑容，但早在2个月前，首次接触直播带
货的他还显得格外局促。

“早在三四年前，我便开始在微信
朋友圈发图片、文字，帮助乡邻销售农
产品。今年，我又参加县里办的农村电
商技巧培训班，琢磨起抖音、快手等平
台的直播带货技巧。”罗张强和直播间

的观众聊起自己学习这项“新农活”的
心路历程。

走到镜头前，推介农产品，对于年近六
旬的罗张强而言并不容易。起初，紧张、说
话结巴等各种状况频出，让他有些泄气，
但村里的“80后”电商达人郑云给了罗张
强不少建议，让他渐渐摸出一些“门道”。

“我每回一开场就讲果苗价格和几
年后能挂多少果，感觉没什么吸引力，咋
办？”“罗叔，您不妨先聊聊自己早些年种
植果苗的辛苦，用故事留住粉丝……”当
天的直播结束后， 下转A02版▶

老支书的“新农活”

11月26日，
文昌市举行第八
届“南海海龟保
护行动”公益活
动。在该市铜鼓
岭淇水湾海滩，
12 只经救治康
复的大海龟，被
众多热心公益的
人士与海南省海
洋环保协会工作
人员放归大海。
本报记者袁琛摄

海龟
归海

■ 本报记者 罗霞

前不久，文昌国际航天城入驻企业
海南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接到一项服
务订单：为亚美尼亚客户提供卫星遥感
影像产品，影像覆盖面积近1万平方公
里。接到用户需求后，和德宇航公司利
用国内商业卫星供应商网络，短时间内
完成了数据采集，向国外公司提交了数
据产品，并顺利通过客户交付验收。

这一订单的成功交付，意味着文昌
国际航天城实现了卫星数据出口业务的
首次突破。

“和德宇航将积极向全球推广国产
高品质遥感卫星数据和应用服务，利用
海南卫星数据与应用研究中心数据与应

用平台，拓展国际业务，为海南自贸港知
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发展贡献
和德方案。”海南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孙剑锋表示。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今年以来，
海南服务贸易呈现良好增长态势，多领
域实现快速发展、突破式发展。新动能
加快集聚，新优势加快形成，成为海南服
务贸易发展的一大突出特点。

看发展故事：近日，一架菲律宾皇
家航空的空客A320飞机进驻海南自
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这是该
一站式维修基地投入运营以来承接的
首单进境飞机发动机更换业务；海南壳
木软件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手机游戏
产品受到海外用户欢迎，玩家覆盖全球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利用“中国洋浦
港”船籍港等政策，海南中远海运能源
运输有限公司等企业业务快速发展，海

运服务活跃……
看发展数据：海南服务贸易规模稳

步扩大，服务出口实现大幅增长。今年
前10个月，海南实现服务进出口282.63
亿元，同比增长25.62%；服务贸易实现
顺差，出口 143.50 亿元，同比增长
115.19%。10月，海南服务进出口43.24
亿元，同比增长 63.97%。其中，进口
16.45亿元；出口26.79亿元，同比增长
221.25%。

海南服务贸易靠什么实现快速增
长？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分析称，从类别
看，今年以来，海南商业服务发展强劲，
海口、三亚、儋州等市县加大招商力度
推动离岸贸易行业发展，拉动今年前10
个月海南商业服务进出口实现112.68
亿元，同比增长4.38倍，占服务贸易总
额的39.87%；运输服务快速增长，国际物
流业务在海南快速集聚， 下转A02版▶

培育新业态 构建新优势
今年前10月海南服务出口逾140亿元，实现翻番

澄迈返乡创业大学生探索三产
融合推动“三农”发展新路径

“跨界”绘就
乡村“兴”图景近日，位于澄迈的中海石油码头，服务油气勘探开发的作业货船正在进行补给。据了

解，该码头依托当地港口的优良港池条件，充分发挥中心辐射作用，为海上勘探开发提供
优良、安全、高效的服务。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保障油气勘探
提供高效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