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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白浩）1月 13日上午，市政协主席
周廉芬主持召开七届市政协第二
十三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主席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及近期
有关重要会议内容。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包洪文应邀出席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听取包洪文通
报2021年市政府工作报告（征求

意见稿）起草情况，并围绕市政府
工作报告开展专题议政协商；听取
市政府通报2020年提案办理工作
情况；听取市发改委通报三亚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纲要（草案）的编制情况。

会上，包洪文就刘旭升等8名
市政协委员提出的“建议市政府参
考先进城市的做法，在三亚更好融
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方面做一些
深入研究”“三亚应出台政策采取措

施，吸引国内外知名设计企业及机
构向重点园区集聚”“市政府要重视
政策的出台和落地，并把具体措施
充实到政府工作报告中”等建议问
题，与政协委员进行交流互动。

记者从会上获悉，本月17日至
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
届三亚市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将在
三亚举行。会议议程有：听取和审
议政协第七届三亚市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

第七届三亚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七届六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
情况的报告；列席三亚市第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并讨
论市政府工作报告、三亚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纲要及其他有关报告；大会表彰、
发言等。

黄志强、蒋明清、邢孔祥、韦忠
清、陈跃出席会议，樊木应邀出席
会议。

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本月17日至19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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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海南提倡全省市民群众
在省内过年

所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非必
要不离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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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1月 13日电（记者
罗江 田睿）受强冷空气影响，海南
出现持续低温天气，对农业生产造
成一定影响，部分农作物出现减产
或延迟上市，后续可能发生次生灾
情。目前，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
出专业人员赴各市县开展抗低温、
保生产工作。

连日来，强冷空气导致海南岛
气温骤降。12 日，海南继续发布寒
冷三级预警，海南岛将出现持续低
温天气过程。当前，海南冬季瓜菜
在田面积211.8 万亩，常年蔬菜种植
面积 10.2 万亩，热带水果种植面积
271万亩，大部分经济林果蔬菜进入

展叶、现蕾、开花的关键时期。
持续低温天气造成部分地区农

作物减产。记者在海口市菜篮子产
业集团大荒洋蔬菜种植基地看到，
由于温度过低，割完一茬的空心菜
停止生长，还有不少空心菜被冻坏，
损耗率达 5%到 8%。三亚市崖州区
是海南豇豆主产区，正值豇豆出岛
高峰期，豇豆却因冻害减产。三亚
市崖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负责人卢
日高说，崖州豇豆因低温出现落花，
近一周减产超过三分之一。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虽然目前寒潮对海南种植业
影响有限，后续次生灾害仍需警惕，

如开花坐果期的冬种瓜菜易落花落
果；早稻发芽生长缓慢；果树果实膨
大受阻；橡胶树割面和茎秆处可能
出现爆皮流胶、树皮干枯，甚至根部
死亡。此外，在近期低温和阴雨天
气双重影响下，各类农作物易滋生
病虫害。

针对灾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已
派出农技人员和畜牧人员有针对性
地指导市县种植户和养殖户提前做
好防寒工作，引导农民通过采取灌水
保温、拉防风网、覆盖地膜等方法做
好作物防寒、抗旱工作；指导养殖场
（户）通过使用供暖设施、提高畜禽饲
料营养水平等措施减少低温危害。

海南持续低温影响农业生产或引发次生灾情

海南自贸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
实现业务类型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王昊 通讯员 唐亚青 何宣佳
马跃）1月13日，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
关成功受理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申报进口的
机身改装器材包、发动机油滤等“零关税”原辅料
进口手续，用于进境维修澜湄航空（柬埔寨）股份
有限公司的一架空客A320-232型飞机定检服务
航材替换。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原辅料“零关
税”政策实施后首票用于维修从境外进入境内并
复运出境飞机的“零关税”原辅料。

此次维修标志着自2020年12月1日海南自
由贸易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用
于生产自用、以“两头在外”模式进行生产加工、
以“两头在外”模式进行服务贸易、用于航空器船
舶维修等4种“零关税”原辅料业务类型全部落地
开展。

据了解，为保障该批原辅料“零关税”航材顺
利通关及进境飞机维修业务的顺利开展，海口海
关主动作为，指导企业先行申请“零关税”原辅料
电子账册并做好电子账册航材商品信息备案工
作，利用系统联网对“零关税”航材从入境到装机
使用实行全过程信息化管控，实现对原辅料耗用
的全程跟踪，确保“零关税”航材顺利便捷通关，
同时开通国外飞机进境维修便捷通道，专门制定
方案确保飞机定检维修全过程顺畅进行。

下一步，海口海关将通过全覆盖、多视角的
宣讲做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
宣传服务，引导企业用好用足政策，支持企业进
一步开展飞机维修、改装设计等高附加值业务，
助力构建美兰空港“一站式”飞机维修服务基地。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Sy

本报海口 1月 13日电 1 月 13
日，全省各地举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项目 2021 年第一批集中开工仪
式。受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冯飞委托，省委副书记李军出
席海口主会场活动并宣布项目开工。

近年来，海南坚持将项目作为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自贸

区（港）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抓手。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 139 个，总投
资 419 亿元，涵盖了产业发展、“五
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民生公共
服务等领域。其中，投资10亿元以
上项目 10 个，共投资 197.77 亿元，
占全部项目投资的 48%；产业发展
项目 33 个，投资共 160 亿元，占全

部项目投资的 38%，项目质量明显
提升。三年来,我省累计集中开工
项目达1468个，总投资6299亿元。

副省长王路在讲话中对项目集
中开工表示热烈祝贺，并就下一步
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坚持

“项目为王”，以项目为载体全面落
实自贸港各项政策，推动“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二是要坚持高质
量发展，为优化投资结构、高质量
高标准推进自贸港建设打下坚实基
础；三是要坚持创一流营商环境，
千方百计服务好项目建设，确保项
目早日投产、产生效益。

海口市政府、海南美亚铜业科
技有限公司、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等分别围绕高质量高
标准推进项目建设作了发言。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何忠
友，省委常委、秘书长孙大海参加
海口主会场活动。省委常委、三亚
市委书记周红波参加三亚分会场活
动。副省长王斌主持开工活动。

（沈 宣）

集中开工项目139个总投资419亿元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第一批集中开工
李军宣布开工

右图：1 月 13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左二）在三亚国际
免税城一期调研。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1 月 13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赴海
棠区调研检查旅游市场管理、疫情
防控、民生保障等工作。周红波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规范旅游市
场秩序、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保障和
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软件建
设，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提供有
力支撑。

周红波先后到人大附中三亚学
校、亚特兰蒂斯酒店、三亚国际免税城
一期、海棠区游客集散中心、海昌梦幻
不夜城、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水稻
国家公园等地，详细了解免税购物、酒
店经营、防疫、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
的情况，实地检查旅游市场管理、疫情
防控和民生保障等工作。

在三亚国际免税城一期，周红波

与相关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运
营模式、品牌入驻、商品供应等情况，
并对免税城的购物环境、服务水平进
行实地检查，要求坚持需求导向和问
题导向，实施精细化服务管理，不断
提升三亚旅游度假和购物天堂的美
誉度。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主动当好
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及时有效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以下
简称：海南医院），周红波听取了医
院疫情防控及建设相关情况汇报。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海南医院协助三亚实现检测最强、
隔离最全、归零最早，周红波对海南医
院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周红波指
出，百姓健康是最大的民生，要加快
推进医联体建设，将更多优质资源辐
射至全市，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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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波在海棠区调研检查时强调

坚持为民惠民初心 持续加强软件建设
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根据省
委、省政府统一部署，1月13日上午，
全省各市县统一举行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三亚分会
场活动在海棠区 (B1-h6-2 地块)安
居型商品房项目现场举行。本次集
中开工项目 24 个，总投资 160.2 亿
元，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科研、教育、生态、商业等多

个领域。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震华，市委副书记、代
市长包洪文等市领导出席开工仪式。

包洪文在致辞中指出，此次集中
开工活动，是今年第一次，也是“十四
五”开篇之举，意义十分重大。三亚
将坚决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继续发挥市政府经济运行周调度会

作用，开展好项目服务专班工作，及
时了解项目情况，解决项目问题，层
层传导压力和责任，加快推动项目投
资，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建设按既定时
间节点有序推进，确保各项主要经济
指标实现“开门红”，为保障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为服务海南自
贸港建设作出应有贡献。希望项目
建设责任单位要切实加强管理，严格

落实责任，科学优化流程，确保工程
进度和管理水平。施工和监理单位
要科学组织，规范施工，强化全过程、
全方位的质量和安全管理，建设平安
工程、精品工程、样板工程。

仪式上，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招商三亚深海科技城开发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分别作表态发言。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共计 24个，

总投资 160.2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45.1 亿元。其中，政府投资项目 14
个，社会投资项目10个，涉及基础设
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科研、教
育、生态、商业等多个领域。这些项
目的建成将对三亚完善城市功能、优
化营商环境、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发
展后劲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三亚集中开工24个项目总投资160.2亿元
周红波张震华出席 包洪文致辞

可在海南申报购买
“零关税”进口小客车啦

本报讯 1 月 12 日，中国（海南）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正式上线“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
及游艇企业资格申报功能，这意味着可在海南
申报购买“零关税”进口小客车了。根据《海南
自由贸易港“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管
理办法（试行）》，企业可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进行申报，相关监管单位按照政策规定和
职责进行审核，通过后自动列入符合享受政策
条件的企业名单。海口海关根据该名单办理进
口通关手续。

企业登录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后，在海南特色应用零关税专区可找到“零
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企业资格申报功能
入口，通过该功能模块向海南省交通厅、海口
海关等监管单位进行“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
及游艇企业资格申报，相关监管单位审核后，
向企业反馈审核结果。审核通过后，企业即可
开展“零关税”进口交通工具及游艇业务。

同时，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中
央标准应用加工贸易模块还上线了海南“零关
税设备、交通工具以及游艇管理平台”，企业可
通过该功能向海关申报账户管理备案、转让登
记、转移登记、贷款抵押申请、提前解除监管申
请和特殊情况转让申请，海关通过该功能实现
对岛内企业“零关税”进口生产设备、交通工具
的“一企一账”管理。 （鲍 讯）

国家卫健委：

春运将成为
疫情防控“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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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副总统
拒绝罢免特朗普
众议院将就弹劾案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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