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党报党刊发行

陵水全面完成2023年度
党报党刊征订任务

本报椰林12月8日电（记者王迎春）截至12
月8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已全面完成2022年度
《人民日报》《求是》《海南日报》等重点党报党刊征
订任务。

据悉，陵水全县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党报党
刊征订工作，把重点党报党刊的征订工作作为当前
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好。该县主要负
责人大力推动部署落实，宣传部门具体组织实施，
县委办公室认真督促检查，组织部门、邮政部门大
力支持，密切配合，财政部门加强经费保障，通过实
施“财政划拨，集订分送”等方法，确保2023年度党
报党刊发行工作顺利开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养成
阅读中央和我省重点党报党刊的习惯。

据了解，陵水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契机，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力推动党
报党刊在重点园区、公共文化单位、服务窗口单
位、“两新”组织的覆盖。同时，陵水动员有条件的
乡镇订阅一定数量的党报党刊放在渔船，充分利
用党报党刊在渔船上开展宣讲等活动，用好用活
党报党刊，不断扩大党报党刊的社会影响力。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职名单

（2022年12月8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陈际阳为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厅长

公 告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及有关规定，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
以公示。

黄 艳，女，黎族，1983年11月生，大学，
经济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五指山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四级调研员，市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拟提名为县（市）人
民政府副县（市）长人选。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政治表
现、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通过来信、来电、来
访、网上举报等方式进行。举报人应实事求
是地反映问题，提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
遵守党的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22年12月9日至15日，共
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

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
处（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gov.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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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抱由12月8日电（记者邵
长春 梁振君）12月 8日上午，海南
环岛旅游公路莺歌唱晚驿站开工仪
式在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举行。
该驿站是环岛旅游公路全线规划的
40个旅游驿站中开工最早的驿站，
也是首批8个重点建设的驿站中规
划面积最大的驿站。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及驿站项目
是海南自贸港先导性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项目建
设，强调要把环岛旅游公路及驿站
打造成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
标志性项目、全域旅游的增量吸引
物、海南岛的传世之作和海南人民
的传家宝、海南自由贸易港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展示窗口。

莺歌唱晚驿站位于乐东黄流
镇，紧邻正在建设的环岛旅游公路
及连接线，占地面积195亩，总建筑
面积 7.8 万平方米，总投资近 8 亿
元，由海南控股旗下文旅平台企业
海南海控美丽乡村建设有限公司投
资运营，是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首批8
个重点建设的驿站之一，也是唯一
以“人工自然复合景观（盐田+坑

塘）”为主要资源的驿站。
项目拟建成“日出尖峰，日落银

山”为主题的山海联动全域旅游IP，
勾勒描绘莺歌海“十景”，并围绕“银
山礼堂”地标文化单体建筑，展开建
设“地标建筑群”。项目作为集补给
功能、旅游商业配套、盐洋文化特色
旅游、盐田游乐于一体的综合旅游
驿站，将打造独一无二的“盐”主题
文旅微度假目的地、乐东旅游新地
标，一期计划 2023 年底前建成投
运。

项目建成后，将有助于综合提
升驿站周边的生态环境、景观品质
和游憩质量，并由点到面促进全域
旅游和乡村振兴，推动海南旅游在
资源整合、要素集聚、投资建设、业
态创新、运营管理等方面实现跨越
式发展，成为探访海南历史文化、
打造全域旅游示范、贯彻新发展理
念的展示窗口。

海南控股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军平表示，海南控股将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遵循“一站一特色，一处一
风景，打造传世精品”要求，严控工程
质量管理，统筹业主、监理、设计、施

工等单位，并积极做好招商引资，创
新旅游消费新业态模式，努力实现驿
站项目一期2023年底投入运营的目

标，将环岛旅游公路驿站打造成“旅
游服务基地、特色旅游产品、区域整
合平台”，建设成“旅游消费点”“文化

体验站”“精神打卡地”，充分发挥驿
站的独特资源，让游客在此体验到最
美驿站、遇见最美海南。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梁振君

12月8日上午，随着海南环岛旅
游公路莺歌唱晚驿站在乐东黎族自
治县黄流镇开工，环岛旅游公路驿站
正式拉开建设大幕。

如果将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比喻
成一条珍珠项链，规划建设的40个
驿站无疑是这条项链上最为璀璨的
珍珠。

根据《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及驿站
规划》，我省将以驿站为核心，链接滨
海众多旅游资源，形成数个“旅游＋
N”的消费中心；以环岛旅游公路为

“线”，链接一系列沿线旅游驿站、景
区景点和旅游度假区、风情小镇、美

丽乡村；打造珍珠链式分布的一系列
旅游消费中心。

相比于传统的服务区和游客中
心，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驿站具有更多
的内涵和外延。“环岛旅游公路及驿
站是我省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
际旅游岛和全域旅游建设的重要项
目，也是吸引国内外高端旅游人口的
旗舰项目。”省商务厅副厅长李枝平
说，驿站建设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
则，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更要体现海
南地域地理特征和自然文化特色。

在规划设计中，莺歌唱晚驿站突
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最大限度
保留驿站建设选址地原有地形地貌
的自然肌理。同时，在建筑设计上，

尽可能与周边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驿站所在地乐东拥有中国南方

最大的海盐场——莺歌海盐场。驿
站设计以“日出尖峰、日落银山”为主
题，依托莺歌海盐场丰富的盐田资
源、独特的制盐工艺和厚重的盐文化
历史，通过建设银山礼堂、银山广场、
盐文化体验中心等，打造传承和展示
中国盐文化的重要载体。

值得一提的是，该驿站整体设计
工作由中国国家建筑设计研究院总
建筑师、国家体育场（鸟巢）的中方设
计负责人、北京冬奥会场馆的总设计
师李兴钢领衔设计，这也是他首个在
海南落地的设计作品。

乐东县长黄文聪表示，乐东将为

项目高水平高质量建设保驾护航，统
筹规划好环岛旅游公路沿线建设，发
挥环岛旅游公路及驿站的牵引、导流
作用，打造乐东旅游集散中心，推动
产业提质升级，带动经济发展。

“我们将立足乐东本地旅游资源
优势，以驿站为着力点，勾勒描绘莺
歌海唱晚、闻莺、望海、游集、思盐等

‘十景’，打造‘可盐可甜’的年轻态中
心主题驿站，大力引进体育赛事、盐
疗康养、婚礼摄影、极限运动等活动，
做足驿站内涵文章。”海南控股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军平说。

同时，海南控股将推动驿站与周
边旅游资源紧密融合，做足流量文
章，向西与莺歌海盐场、盐恬文旅基

地，做好联动发展；向北主动融入黄
流镇生活圈，提升驿站烟火气；东边
主动对接三亚，策划打造环岛旅游顺
时针西行第一站活动，吸引三亚方向
游客；向南则立足近海资源优势，开
发水上运动、赶海、休闲海钓、沙滩运
动等活动，以丰富、可参与度高的内
容吸引留住游客。

“下一步，我们将以驿站为载体，
创新旅游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打造环
岛旅游公路的精品驿站、标杆驿站，
努力让莺歌唱晚驿站成为环岛旅游
公路‘珍珠项链’上最闪亮的那一颗
珍珠，成为‘珍珠项链’上最耀眼的吊
坠。”周军平说。

（本报抱由12月8日电）

环岛旅游公路莺歌唱晚驿站开工
为环岛旅游公路全线首个开工的驿站项目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驿站拉开建设大幕

打磨“珍珠”串好“项链”

广告·热线：66810888

大图：莺歌唱晚驿站的银山礼堂（右）和游客服务中心（左）效果图。小图：银山礼堂顶部效果图。（海南控股供图）

2022琼台妈祖文化交流活动启动

推动琼台文化交流
增进两地同胞情谊

本报临城12月8日电（记者昂颖 通讯员付
强）12月8日，2022琼台妈祖文化交流活动在临
高县启动。30名台胞台商受邀与海南民众同叙
妈祖缘，共话妈祖情。

由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题字“海神妈祖”
的石碑于当日揭幕。洪秀柱特为此次文化交流活
动发来贺信，指出海峡两岸同根同源，文化一脉相
承。妈祖文化源远流长，是凝聚两岸同胞的重要
精神纽带。她表示，琼台妈祖缘，两岸一家亲，愿
琼台妈祖文化交流活动越办越好，继续为两岸传
统文化交流贡献心力。

省台办主任王昱正表示，做好妈祖文化的保
护、研究和传承工作，让妈祖文化在促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中发挥好积极作用，需要两岸同胞携手
并行、共担重任。琼台两岛地缘相近、人文相通，
两地妈祖信仰有着深厚历史积淀和广泛群众基
础。希望以此次文化交流活动为契机，共同弘扬

“妈祖”这一同根文化，积极推动琼台文化交流合
作，增进两地同胞情谊，共促两岸融合发展。

“我们愿为妈祖的‘特使’，为两岸架起‘连心
桥’。”创世纪经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台商
张瑶庭表示，将通过妈祖文化交流平台，不断丰富
琼台交流领域，促进两岸同胞情感融合、心灵契合。

据悉，近年来，海南积极弘扬妈祖文化，充分
发挥临高妈祖文化交流协会的社团功能，深化两
岸妈祖文化交流，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
心力。

记者手记

政策落地需政企联手推动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
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党的二十大报告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从天基隆智控（海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基隆智控）所在的洋浦新
都工业园到洋浦经济开发区保税港区
大约5.6公里，开车10分钟的路程。
去年，天基隆智控想在洋浦保税港区
落户，但因不符合洋浦保税港区的产
业规划而失去机会。

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政策是
海南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进
出口政策制度的核心政策，曾是洋浦
保税港区独有的海南自贸港政策之
一。原本，天基隆智控无法享受到这
一“含金量”极高的自贸港政策。

前不久，一项政策把失之交臂的
双方联系在一起——今年以来，我省
积极推动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政
策作为试点，从洋浦保税港区扩展到
儋州洋浦地区，以此作为高水平开放
压力测试，为全岛封关运作积累经验。

12月2日，天基隆智控从儋州洋
浦众多生产加工企业中脱颖而出，接
住了从洋浦保税港区围墙内抛出的

“绣球”，成为洋浦首家享受海南自贸
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进出口政策

制度扩区试点的企业。
12月8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走

进天基隆智控生产车间，只见加工好
的各种阀门摆放在地上，尤其以红色
外观的气动调节阀门最为显眼。就是
这款产品前几天刚刚享受加工增值超
30%内销免关税政策，其核心零件定
位器从德国进口。

“阀门有个关键的技术指标，就是
密封面的泄漏量，除了能做到零泄漏之
外，还要能做到精准控制流量。”天基隆
智控（海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施海峰
说，天基隆智控的主营业务在海南自贸
港鼓励类产业目录内，所生产的智控阀
门产品技术领先，“我们生产的阀门控
制开关灵敏度很高，只要有0.5%的流
量，阀门就能正常启动，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能够满足各种企业的生产要求。”

施海峰说，除了生产加工各类阀
门及流体控制设备之外，该公司还给
海南炼化、逸盛石化、金海浆纸等企业
提供维保服务。不仅如此，记者通过
工厂的宣传栏发现，该公司的“朋友
圈”涉及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环保
等领域企业。

“天基隆智控的优势在于能够健全

洋浦石化产业链的配套维保，且产品符
合‘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进出口政策制
度扩区试点的方向。”洋浦口岸办副主
任、儋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徐鹿说。

“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得开’。”
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
长艾韬告诉记者，按海关总署的要求，
符合试点的企业要满足3个条件。一
是要取得海关高级认证企业资质，二
是建有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视频系
统，三是企业ERP管理系统要和海关
的监管系统连接，接受海关实时监管。

今年初，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
扩区试点工作启动后，儋州洋浦相关
部门经过实地走访企业后，选择将天
基隆智控列为试点对象。“我们成立了
两个工作专班，从配套制度制定、海关
高级认证、ERP系统功能开发联调、
视频监控体系建立等方面，对天基隆
智控进行全面的指导。”艾韬说，经过
近3个月的努力，今年6月27日，天基
隆智控顺利取得了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资质，之后又进行了业务流程、加工增
值货物内销通关等工作测试，为12月
初实施政策扩区试点首单业务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很高兴能够享受到加工增值免
关税政策，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帮助
企业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品竞争
力。”施海峰说，以公司年产3000套智
能控制阀门计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
策可为公司免征近300万元的税款。

海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11月30日，洋浦保税港区加工
增值货物合计285票，货值26.8亿元，

减免税款2.2亿元。
“洋浦地区海关将持续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海关
总署‘放、管、建、立、试’要求，继续会
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政策扩区试点进
一步落地见效，积极做好海南自由贸
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工作，助力儋州洋
浦一体化发展。”艾韬说。

（本报洋浦12月8日电）

我省积极推动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政策从洋浦保税港区扩展到儋州洋浦地区

政策扩区试点 企业惠享红利

12 月 2 日，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
免关税政策正式扩大至海关特殊监管
区外的园区试点实施，首批有 5 家海
关特殊监管区外的企业获批。这意味
着，在全岛封关运作之前，将有更多符
合条件的企业享受到这项“含金量”极
高的自贸港政策红利。

诚然，政策再好，如果不去推动落
实，就是一纸空文。我们欣喜地看到，
儋州、海关等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主

动作为，积极当好企业的“店小二”，共
同发力，推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成
功扩区试点实施，充分体现了政府部
门的责任担当。

政策的实施光靠政府一头热，也不
行。同样需要企业主动作为，研究政
策，围绕政策的要求加强内部管理。只
有这样，企业才能切实惠享政策红利。
正如天基隆智控，积极主动，配合政府
职能部门做好各项工作，成为了第一家
吃到政策扩区试点“螃蟹”的企业，节约
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