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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加强旅游市场整治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

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日前，三亚持续开展旅
游市场经营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检查涉旅主体
1545家次，整改26家，通过强有力的震慑，营造
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

自11月初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三亚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亿恒主题夜市、龙兴海
鲜广场、友谊路部分餐饮店，就市场拉客、欺客宰
客、缺斤短两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暗访检查。对
发现的问题，指导商家立即整改。同时开展“回头
看”，切实做到“检查一家、规范一家”。对欺客宰
客等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移送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依法从严查处，并实施联合惩戒。

截至11月30日，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检
查涉旅主体1545家次，开展交叉暗访11次，检
查、暗访发现存在问题的涉旅主体53家，指导现
场立即整改26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27份，责
令停业1家，移送案件线索2宗。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记者李梦
楠）12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
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获悉，该局印发
《三亚市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管理实
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鼓励全
市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规范升级为
规模以上企业，符合条件的企业一次

性最高给予20万元奖励。
《细则》对奖励资金采取事后奖

补，自2022年起每年对上一年度升规
纳统的企业给予奖励；对首次纳入国
家统计局统计一套表联网直报平台
（非转专业）的规模以上企业（不含工
业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和带项

目入库纳统的非房地产企业），一次
性给予20万元奖励；工业企业在海南
省工业企业小升规奖励的基础上一
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

《细则》指出，申报企业将申报材
料报送三亚市科工信局，由该局对材
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确定予以

支持的企业和资金奖励额度，并将结
果进行公示，无异议后将资金拨付申
报企业。

《细则》强调，获得资金支持的
企业，需将资金用于企业的生产经
营和推动企业发展，并遵守国家有
关财务会计制度，积极配合有关部

门开展监督检查。对于违反规定的
企业，不但需要退还骗取的奖励资
金，且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奖励资
金，失信行为将被推送至三亚市公
共信用信息平台，纳入信用记录。
情节严重的，将依照有关规定移交
相关部门处理。

三亚新增16家海鲜餐饮行业
高质量服务餐厅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近日，三亚市旅文局对
三亚紫轩阁餐厅等16家第三批海鲜餐饮行业高
质量服务餐厅授牌。截至目前，三亚市海鲜餐饮
行业高质量服务餐厅共计评选出62家，覆盖海鲜
酒楼、海鲜餐厅、海鲜加工店、海鲜加工档口等多
种海鲜餐饮模式。

三亚市旅文局负责人表示，两年来三亚海鲜
餐饮行业分三批次共评选出62家高质量服务餐
厅，目前绝大多数高质量服务餐厅仍在正常经营，
该局将会同行业协会，对高质量服务餐厅加强回
访和指导工作，引导企业扎扎实实做好服务提升
工作，同时加大对高质量服务餐厅的宣传和推广
力度，让更多消费者能够在三亚的优质海鲜餐厅
享受到周到的服务体验。

《三亚市落笔洞遗址
保护规定》出台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近日，《三亚市落笔洞遗址
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出台，聚焦保护对象、保
护机制、保护范围、学术研究等内容，着力解决落笔洞
遗址保护管理等问题，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据介绍，落笔洞遗址位于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
向北方向约7公里处一座石灰岩孤峰南壁下的落笔
洞内。落笔洞遗址在文化发展时序上处于旧石器时
代末期至新石器早期的过渡文化时期，是我省已发
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旧
石器文化分布最南的一处遗址。该遗址于2001年
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规定》明确禁止建设破坏落笔洞遗址及其自
然环境和历史风貌的工程设施、擅自进入落笔洞
遗址保护范围等行为。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依法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大力推进三亚市非国有
博物馆集群项目的建设，积极参与文物重大项目建
设工作，进一步完善三亚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机制，
助力三亚文博事业蓬勃发展。

三亚海洋旅游主题原创
短视频创作大赛落幕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记者李艳玫）近日，“#
旅遇三亚海young生活”三亚海洋旅游主题原创
短视频创作大赛落幕。该活动作为2022年三亚
建设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系列活动之
一，旨在通过在网络平台发起话题挑战，鼓励市民
游客及涉旅企业积极参与海洋旅游推广。

活动期间网友围绕游艇、帆船、冲浪、赶海、潜
水、海钓等海洋旅游相关内容进行创作，话题热度
达到360多万次播放量，经过对作品的热度和内容
进行综合评定，一只鹿、可乐要加冰、遇见·海南、正
手尾波冲浪杰克、鸿洲海洋旅游等账号获奖。

“以建设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为契
机，开展海洋旅游主题活动，通过网络平台进一步
提升三亚海洋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三亚旅
游消费增长。”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说。

第二届东南亚与中国
（海南）论坛在三亚举办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符聪）近日，第二
届东南亚与中国（海南）论坛——新形势下的经济
文化研究与交流学术研讨会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
大学、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等高校和机构的东南亚
研究资深专家参加，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进行。

论坛围绕“中国、东盟与世界”“一带一路与中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海洋经济与历史文化”“睦邻
合作与国别研究”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为中国与
东南亚经济文化合作发展建言献策。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委书记陈锐表示，近年
来，该校积极发挥区位、资源、人才和科研学科优
势，加强对东南亚的科研合作与交流，提升学校学
科建设水平，同时充分发挥高端智库资政献策的
作用，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主办，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东盟研究
院、海南省南海文明研究基地、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承办。

《三亚市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印发
最高奖励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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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
政府“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工作部
署，三亚坚持“项目为王”，以超常规的举措和决心应对超
预期的困难，加快项目开工，加快项目建设，加快政策落
地，全力恢复和提振经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政策服务见效快

项目开工新速度

为冲刺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三亚市出台统筹疫情
防控和提振经济增长的行动方案，推出一揽子政策措
施；开展“千名干部进千企”活动，选派1131名干部“点
对点”帮扶1271家企业；成立百日攻坚大行动指挥部，
从服务、政策、资源等多方面综合施策。

三亚组织政银企对接会，国开行、农发行等10家
银行和三亚城投集团、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等22家企业
现场签约，10家企业获得银行69.75亿元的授信，目前
已成功放款22.31亿元。

三亚税务系统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提供“一企
一策”的精细化管理服务，更好服务“双统筹”百日攻
坚大行动。截至10月31日，今年共有908户纳税人
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优惠，退还税款金额共计30.82
亿元。

“三亚税务系统帮助公司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
1592.8万元，为公司缓解经营困难，加快项目进度提
供了有力支撑。”近日，三亚环境投资集团财务总监叶
雄军为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点赞。

三亚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一切围绕项目、
一切服从项目、一切服务项目，定目标、定责任、定时
限、定措施，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三亚“千名干部进千企”服务行动，设立工作专
班，下设旅游和文化体育、商贸服务业、农林牧渔、项
目投资等10个服务组，全力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三
亚市科工信局协助光大环保（三亚）污泥处置有限公
司解决荔枝沟水质净化二厂污泥处置费未支付等问
题。经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协调，三亚华侨城欢乐东岸
项目涉及丹州北路工程提前实现功能性通车。

据统计，三亚“千名干部进千企”活动开
展以来，目前“点对点”帮扶1269
家企业复工复产，累计
收集企业或

项目诉求1316件，已解决893件。
强力服务推动项目建设快速跑。

“10月，完成投资2600多万元；11月，完成投资
2800多万元；12月，计划完成投资3000万元。”12月5
日，三亚国际游艇中心项目建设总工程师王建超说，
复工复产以来，项目建设不断提速，现在白天300多名
工人，晚上70多名工人，昼夜赶工。

总投资4.28亿元的紫金三亚黄金产业园项目，今
年1月6日开工，计划明年6月投产，目前已经进入设
备安装阶段，有望较计划提前3个月投产。

该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赖佩贤说，复工复产过程
中，遇到用工短缺、建筑材料供应不足等难题，三
亚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对接，为车辆办理重点
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速度特别快，当天提
交材料，第二天就拿到相关证件，为项目
建设节约大量时间。

距离年底仅剩20多天时间，三亚百
日攻坚大行动指挥部办公室晚上11点依
然灯火通明，做到服务“不打烊”。

三亚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正在加
班加点筹备百日攻坚大行动第四批建设
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为年底前再组织一
批项目集中开工而全力冲刺。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

11月30日，三亚市2022年“双统筹”百日攻坚大
行动第三批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海棠区举行。

当天，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总部核心科
研基地项目、三亚国际免税城三期项目、泓达·海棠湾
项目、太保家园·三亚国际乐养中心项目、三亚市海棠
湾林旺中安置区（一期）项目、三亚青田水厂分布式光
伏项目、崖州科尚城市广场项目等46个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161.5亿元。

虽然距离年底仅剩不到一个月时间，海南日报
记者注意到，每个项目依然详细列出年底前完成的
投资冲刺目标。

咬定增长目标不放松，三亚以超常规举措决心把
因疫情耽误的时间追回来。

“0801”疫情刚刚结束，9月22日，三亚市就启动
2022年“双统筹”百日攻坚大行动，首批开工项目16
个，总投资24.4亿元。10月30日，三亚市举行2022
年“双统筹”百日攻坚大行动第二批建设项目集中开
工，当天开工37个项目，总投资72.4亿元。

9月22日到11月30日，短短70天的时间，三亚
集中开工项目达到99个，计划总投资近260亿元，涵
盖民生、商业、医疗、科研、清洁能源、生态环保、基础
设施等多个领域。这些项目建成后将对三亚完善城

市功能、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发展后劲等方面起到重
要作用，为三亚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平均不到1天开工一个项目，创出三亚项目建设
开工新速度。为保障项目开工，三亚征地拆迁也加快
速度。

11月15日，三亚市海棠区组织力量对林旺中安
置区、环岛高铁沿线省级土地储备、怡和项目、B1路网
工程一期等4个项目开展土地征拆工作，分别对项目
用地范围内的房屋进行依法拆除，4个项目合计拆除
房屋19栋，拆除面积约7310平方米，仅用时约一天。

土地按时征拆才能加快项目落地开工。三亚百
日攻坚大行动指挥部对征拆工作进行日通报、周排
名、月分析，建立互学互比排名榜。9月22日至11月
25日，全市累计拆迁房屋816栋，拆除面积24.7万平
方米，征拆资金拨付10.68亿元。

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亚
服务业比重比较大，疫情后，服务业短期内难以复苏，
唯有加快投资才能更快推动经济增长。

“我们在冲刺投资目标上下狠功夫，以天为单位
调度督导经济工作，加快项目开工，加密要素调度，加
大督办力度，大干、苦干、快干、实干，全力恢复和提振
经济。”三亚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

① 12月7日，从世茂
国际金融中心地块远眺，五
矿国际广场、保利国际广场、
太平金融产业港等项目，已
组成三亚中央商务区月川单
元全新的楼宇天际线。

②② 在太平金融产业在太平金融产业
港港，，工人忙着对幕墙进行工人忙着对幕墙进行
收尾施工收尾施工。。

③ 在世茂国际金
融中心地块，工人正在
施工。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
记者 王程龙 摄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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