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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冬季瓜菜
生产“忙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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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大三亚”APP
三亚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
重要指示指出，近年来，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
开展平安中国建设，为推动经济发
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全作
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国意义重大。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共
建共治共享方向，聚焦影响国家安
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
题，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深化平安创建活动，加强基层组织、

基础工作、基本能力建设，全面提升
平安中国建设科学化、社会化、法治
化、智能化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加强对平安建设的组织领
导，研究解决体制性、机制性、政策
性问题，切实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
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下转2版▶

习近平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全面提升平安中国建设水平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部手机，一根自拍杆，农民脱
贫致富有了“新农具”；准点开始，
好物推荐，小微商家有了跟消费者

“畅聊”的好机会；进景区、逛酒店，
城市形象展示有了新窗口……眼
下，直播电商成为消费领域最大的
新热门，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经
济方兴未艾。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明星产品
是海南特产椰子片。”11月 10日下
午，在位于三亚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一间办公室内，主播瑶瑶正在进行
扶贫助农商品促销直播，她满脸笑
容，对着立在面前的手机认真地进
行产品介绍。

根据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

布的《迈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
告》显示，2019 年直播电商市场规
模达到 4338 亿元，2020 年有望破
万亿。面对万亿级的产业“风口”，
自带网红属性的三亚乘势而上，抢
抓机遇，布局直播电商产业。今年
6月 30日，三亚互联网信息产业园
引入三亚电商直播基地，致力于打

造海南自由贸易港电商、网红经济
示范基地，推动电商直播、网红经
济等新经济驶入快车道。

作为新的经济业态，直播电商
迎来了“万物可播，人人可播，处处
可播”的大发展。相较于个人直
播，三亚建立的直播基地有哪些优
势？

“瑶瑶做的直播就是基地的直
播助农活动，帮助农户、商户销售商
品。商品价格方面，我们会严格把
控，根据不同的商品为消费者和商
户提供一些补贴，以己之力帮助海
南商户做好销售。”三亚电商直播基
地有限公司总经理窦威告诉记者。

下转2版▶

三亚培育直播电商产业深挖万亿级“金矿”
助力数字经济驶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吴合庆

本报海口 11 月 11 日电 11 月
11 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在海
口与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率
领的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工作专
班举行工作会谈。

刘赐贵对工作专班一行表示
欢迎，对中央各有关部委给予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支持表示感谢。他
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

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
记关于海南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着力补短板、强
弱项，坚持蹄疾步稳、干一件成一
件，确保海南自贸港建设顺利开
局。特别是我们紧紧围绕“加快形
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
环境”要求，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
突出位置，主动对接国际先进经贸
规则，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先后设立贸易、投资和人才服
务“单一窗口”，更加注重引进外资

和国际人才，实施“百万人才进海
南”行动计划，引进优质教育医疗
资源，全力配合推进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立法进程，推动一批重大项目
相继落地、市场主体量质齐升、各
类人才持续涌入，努力把海南打造
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窗口，成为
各类市场主体走出去参与国际竞
争、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平台。希
望工作专班围绕零关税、低税率、
简税制的要求，结合海南实地调研

情况，进一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支持海南全面落实自贸港建设主
体责任，完善政策落实机制和监管
方式，共同推动各项政策尽早出
台、尽快落地。

王建凡表示，建设海南自贸港
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
署，是中国在深入推动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的一项创举，也是一项全新
的事业，有幸参与其中深感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此次工作专班来琼
开展专题调研，就是要对相关自贸

港政策的落地和实施情况进行实
地走访，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不断
改进工作、抓好落实。下一步，工
作专班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总
书记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着眼
于自贸港建设中远期目标，以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为引领，提前部
署安排，加快工作进度，努力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省委常委、秘书长孙大海参加
会见。

（沈 威）

刘赐贵与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工作专班举行工作会谈

本报海口 11 月 11 日电 11 月
11日，省委书记刘赐贵在省气象局
《重大气象信息快报》（第 66 期）上

作出批示，就我省防御今年第22号
台风“环高”工作提前作出部署、提
出明确要求。

刘赐贵在批示中强调，台风“环
高”将严重影响我省，尤其是正面
袭击三沙市，并将给本岛带来大风

暴雨。各级三防指挥部应精密部署
应对台风带来的影响；各市县党
委、政府应全力落实防抗台风各项

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尽
最大努力减少损失。

（沈 报）

刘赐贵就防御今年第22号台风“环高”工作作出批示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至2025年

三亚全市加油站（船）
或达87座
构建10分钟城区加油服务圈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随着海南自贸港建
设深入推进，汽车保有量稳步有序增长，规划
完善陆海统筹全域加油服务网络显得尤为重
要。近日出炉的《三亚市加油站行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2021—2025）》（以下简称《规划》）提
出，至 2025 年，三亚全市加油站（船）争取达到
87座。

目前全市现有加油站（船）56座，《规划》将
按照“控制总量、合理布点、优化布局”的原则，
以构建10分钟城区加油服务圈，乡村地区便利
加油服务网络目标，整体形成布局科学合理、竞
争有序、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加油站服务网络体
系。根据《规划》，至 2025年，全市加油站（船）
达到87座，其中加油站66座，加油船21座。

另外，结合海南推广电动汽车等新能源车
的发展趋势，考虑到以后传统加油站的转型利
用，三亚规划新建、改造的站点将增加充电功
能，实现加油+充电多种功能复合，适应市场未
来变化，推进加油站向综合能源站方向建设，
更有利于城市用地的集约高效率利用，另外逐
步淘汰密度大、经营不善、安全条件不达标的
加油站点。

三亚跨境电商产业园：

牵手20多个国际品牌商
“买全球、卖全球”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11月 9日，三亚
旅文集团和三亚农投集团成员企业——三
亚跨境电商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组团在上
海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时，与
20多个国家的品牌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此次签约合作产品涵盖丹麦曲奇、瑞
士威士忌、加拿大蓝莓汁、挪威磷虾油、南
非钻石、泰国彩宝、日本酒及办公用品、韩
国红参、塞尔维亚特产、阿塞拜疆特产等
20多个国家的优质产品，为三亚跨境电商
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接下来的线上平台和
线下门店提供了优质的货源保障。

三亚跨境电商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王东庆表示，该公司作为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重点跨境电商供应链平台公司，将
争当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贸易建设的排头
兵，通过此次进博会，把国外的优质产品引
到国内来，同时把我国各省市的名优产品
卖到国外去，真正实现公司“买全球、卖全
球”“全国买、全国卖”的战略目标。

“加、减、乘、除”，
加强版“双11”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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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缘何上涨？
8版

随着“双 11”的来临，三
亚国际免税城在 11 月 10 日
—12 日期间，推出了线上线
下联动的优惠活动，部分商
品低至 6 折促销，部分热门
品类享 3 倍积分……引发了
新一轮的免税购物热潮。

图为 11 月 11 日，三亚国
际免税城内人潮如织，气氛
火爆，处处可见排队购物、
结账的长龙。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更多报道见4版

三亚国际免税城：

“双11”来临
线上线下齐“疯狂”

海南自贸港（南部）国际车展今日开幕

主播
砍价团

豪车名车云集三亚
车展钜惠特价来袭

车展帮你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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