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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1 月 12
日上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
波赴崖州湾科技城调研，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
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聚集更多优质资源要素，全力推动
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等重点项目落
地，打造高质量高标准推进自贸港
建设的示范区 。

在崖州湾科技城规划展示中
心，周红波观看了科技城规划宣
传片，听取科技城的发展历程、建
设规划及入驻企业等情况汇报。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与招商局集
团、中化集团成立合资平台公司，
共同开展科技城的土地开发、招
商运营、项目准入与机制保障工
作，周红波对此表示肯定，要求把
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
放思想、大胆创新，推动更多优质

资源要素集聚落地，形成产业特
色与优势，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园
区建设。

周红波强调，要坚持规划先行，
超前谋划、突出特色，统筹推进园
区水系、桥梁、绿道等生态景观工
程建设。要牢固树立需求导向，按
照“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为我所
用”思路，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和产业平台建设，吸引更多优质产
业项目集聚落地。要按照“要素跟
着项目走”要求，加快盘活存量土
地，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为产
业发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要全力

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科学有序安排
计划目标，加快推动招商引资项目
落地建设，着力扩大有效投资。

崖州湾科技城重点打造深海
科技城、南繁科技城、科教城、南山
港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
转基地。在位于南繁科技城的中
科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科研楼
项目现场，周红波听取了南繁科技
城基本情况及在建项目情况等汇
报，指出要立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
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
中科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等一

批重大平台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崖
州湾国家实验室落地。要分工协
作齐头并进，严格按照时间节点，
倒排工期，抢抓进度，确保项目如
期建成投用。要加强施工现场安
全管理，严防各类事故发生，确保
安全生产。

周红波一行还前往海南大学生
物医院和健康中心项目、隆平生物
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中国海洋大
学三亚海洋研究院、崖州湾科技城
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地进行了实
地调研。

市领导周燕华、尚林参加调研。

周红波赴崖州湾科技城调研时强调

坚持制度集成创新 集聚优质资源要素
打造高质量高标准推进自贸港建设的示范区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
的意见》。

《意见》提出，森林和草原是重要
的自然生态系统，对于维护国家生态
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
性、战略性作用。要按照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要求，在全国全面推行林
长制，明确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保护发

展森林草原资源目标责任，构建党政
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
理、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设立总林长，由省级党委或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设立副总林
长，由省级负责同志担任，实行分区
（片）负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根据实际情况，可设立市、县、乡等
各级林长。

《意见》还就加强森林草原资源
生态保护、加强森林草原资源生态
修复、加强森林草原资源灾害防控、
深化森林草原领域改革、加强森林
草原资源监测监管、加强基层基础
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任务要求。

（央视网新闻联播）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Sy 坚定“四个自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春节将
至，海南旅游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
各类活动频繁，人员流动量大，将加
大疫情传播风险。根据海南省疫情
防控指挥部的部署要求，日前，省旅
文厅发布通知，要求全省各市县旅
文局及旅游企业牢固树立疫情防控
首位意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要求，旅行社及在线旅游
企业要做好游客信息采集，从严控
制团队人数，继续暂不恢复出入境
团队游及“机票+酒店”业务，暂不

接待中、高风险地区游客来琼或组
织游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
要加强行前排查，严格落实测量体
温、核验健康码制度，体温异常、非

“绿码”者不允许参加行程。
旅游景区要继续贯彻落实“限

量、预约、错峰”入园的要求，接待
游 客 量 不 得 超 过 最 大 承 载 量 的
75%。要坚持体温检测、查验海南
健康码，体温正常、健康码为“绿
码”的人员，方可进入景区。要在
重要游览点、观景平台、交通接驳

点等容易形成游客拥堵的区域加强
疏导，避免人员聚集。

恢复开放的剧院等演出场所要
严格执行人员预约、限流措施，接
纳消费者不得超过剧场座位数的
75%，间隔就座，保持 1 米以上距
离，进入剧场必须佩戴口罩、测量
体温、出示健康码。

为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工作，1 月 12 日，三亚市旅游景区
协会、三亚市海鲜餐饮协会、三亚
市旅行社协会均发布疫情防控温馨

提示：进一步落实《旅行社服务通
则》《导游服务规范》等行业标准，
加强对游客的安全提示和行程管
理。导游要做好游客在乘车、入
住、购票、游览、就餐等环节的防控
提醒，引导游客科学佩戴口罩，保
持安全距离。提醒游客配合开展健
康检疫，做好个人防护。行程结束
后，旅行社要做好旅游团队档案整
理并妥善保管；结合疫情防控工
作，加强文明旅游宣传，推广“分餐
制”“使用公勺公筷”等健康旅游新

方式，提醒游客规范处理垃圾，树
立文明、健康、绿色旅游新风尚。

广大餐饮企业要加强疫情防控
工作，所有员工要主动佩戴口罩，
进店消费人员要测量体温，提供免
洗洗手液；每日做好餐厅环境卫生
整治，做好餐饮企业内部防控工
作。各旅游景区要劝导员工及家属
错峰返乡、错峰探亲，鼓励就地过
节，减少人员流动；尽量以电话、微
信、短信、短视频等方式拜年表达
新年祝愿。

海南暂不接待中高风险地区游客来琼
三亚相关协会发布疫情防控温馨提示

1 月 11 日下午，天涯区南红农场中国杂交水稻发源地，南繁育种工作人员和工人
正忙着插秧。

虽然三亚连续多日降温，但是南繁育种技术人员和工人大干热情依然不减。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1 月 12
日 ，记 者 从 三 亚 海 事 局 发 布 的
2020 年 游 艇 相 关 统 计 数 据 了 解
到，三亚市游艇经济在去年实现逆

势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三亚新

增 登 记 游 艇 139 艘 ，同 比 增 长
27.7%，游艇保有量达到641艘。三

亚海事局辖区游艇产权交易市场活
跃，全年二手游艇所有权登记 96
宗，同比增长81%。

三亚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海南
自贸港游艇产业利好政策，吸引外
地游艇前来落户，2020 年三亚海
事局办理异地转港登记 43 宗，同

比增长 148.3%。游艇产业融资需
求方面，全年游艇办理抵押权登记
16 宗，涉及资金 5745 万元 ( 人 民
币，下同)，同比分别增长 4.33 倍和
13.01 倍。

如今在三亚，游艇早已淡去昔
日“奢华”标签，进入大众旅游消费

的“菜单”，游客仅需花费数百元，
便可乘坐游艇出海兜风。

2020 年三亚海事局在中国国
内(不含港澳台)首创游艇等涉客船
舶“多证合一”、游艇登记“一事通
办”及游艇“一船一码”等多项服务
措施，助力产业发展。

解放思想 敢闯敢试 大胆创新

自贸港游艇产业利好政策推动游艇经济逆势增长

三亚去年新增登记游艇139艘
同比增长27.7%

天寒水冷
不减大干热情

海南去年新增市场主体
同比增长超三成

新华社海口1月 12日电（记者 罗江 吴茂
辉）2020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开局之年，海南市
场主体增长迅速。记者从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了解到，去年海南新增市场主体31万余户，同
比增长30.86%，其中新增企业近15万户。

去年以来，海南着力推进营商环境建设，打
造好“海南 e登记”平台、国际投资“单一窗口”
等，实现了商事主体业务登记的“全省通办”“一
网通办”“一窗通办”，提升投资创业便利度。

据统计，去年海南新增市场主体 31.02 万
户，同比增长 30.86%。其中，新增企业 14.9 万
户，同比增长 113.71%；新增个体工商户 16 万
余户。特别是去年 6 月 1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各界抢抓机遇在海南
投资兴业的热情高涨。自去年 6月至去年底，
海南新增市场主体23万余户，占全年新增量的
四分之三。

数量增长的同时，市场主体结构不断优
化。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看，去年海南新增市
场主体数量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累计占新增市场主体总数的 73.33%；从海
南自贸港发展的重点产业看，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业共新增市场
主体29.27万户，同比增长34.68%，占全部新增
市场主体数的94.36%。

三亚“牵手”支付宝
共建“数字城市”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1 月 12 日上午，为
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和三亚数字城市发展，三
亚市委宣传部和支付宝签订“数字城市”创建
与推广协议，双方将在政务信息、市民办事、旅
游交通、教育公益、绿色环保等多方面进行数
字化升级，对公交出行、海鲜市场、购物食宿等
多场景进行数字化改造，探索数字城市建设的
新途径，打造三亚旅游城市、生态城市和文明
城市三大名片。

完成签约后，市委宣传部和支付宝，联同中
免集团、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鹿回头景区、
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三亚火车头餐饮、海南
徳航集团 6家企业共同发起“2021数字城市绿
色环保联盟”倡议，在节能减塑、保护野生动物
等方面推进绿色环保，通过无废景区、无废酒
店、绿色商场等，推动绿色城市发展，助力三亚
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

“我们选择和支付宝平台合作，就是看重其
数字生活服务平台的能力和属性。”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邢增海说，数字城市创建是一条值得
鼓励探索的道路，能推动各行业提高“数字+生
活”“数字+旅游”“数字+环保”的意识，持续探
索数字化发展的新途径，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按
下服务业数字化的“快进键”。

据阿里巴巴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李瑞华介
绍，目前三亚“数字城市”已上线支付宝，消费
者在支付宝搜索“三亚”便可以获得城市健康
码、免税购物、景区出行、美食玩乐等各项服
务。阿里旗下的淘宝、飞猪、菜鸟等业务还将
继续提供技术支持和数字化能力，带动线下实
体经济和旅游业转型发展。

三亚启动
“勤俭节约 文明过节”活动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联合拍摄，全程在三亚取景

欢乐喜剧《陪你漫步这个
世界》15日安徽卫视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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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

学生未经批准
一律不得假期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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