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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 16:00 至 3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11 89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9 75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商务部：

正抓紧推进海南自贸港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相关工作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记者 于佳欣）“十
三五”时期，我国自贸试验区几经扩围，发展到
21个，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
局。“十四五”期间，自贸试验区数量会否进一
步增加？

在商务部3日召开的“十三五”时期自贸试
验区建设情况发布会上，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司
长唐文弘表示，商务部将根据中央决策部署，
在充分评估现有 21个自贸试验区建设成效基
础上再统筹研究。

五年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交出一份亮
眼“成绩单”：被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总计被
赋予2800多项改革试点任务；不断推动高水平
对外开放，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特别管理措施“十三五”初期为122项，2020年
压减至 30 项，压减幅度超 75%；探索形成 173
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共形成1300
余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地方推广。

根据商务部数据，2020 年，前 18家自贸试
验 区 共 新 设 企 业 39.3 万 家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1763.8 亿元，实现进出口总额 4.7 万亿元，实现
了占全国17.6%的外商投资和14.7%的进出口，
为稳外贸稳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完善自由贸易试
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稳步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

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袁园说，下一步，
商务部将聚焦市场主体关切，推动更多深层次
改革事项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进一步加大
对外开放力度，深入开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改革创新，制定出台自贸试验区跨境服务
贸易负面清单；推动自贸试验区结合自身战略
定位和特色产业开放进行制度创新。

袁园还表示，目前，商务部正在会同有关方
面，抓紧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
面清单相关工作。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新年伊
始，三亚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自贸港政策效应逐渐
显现，三亚经济社会发展企稳向
好。1月份，财税部门主动作为，千
方百计谋划收入征管，三亚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在2020年顺利实现由
负转正的基础上，新年首月实现“开
门红”，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11.8 亿元，同比增长 10.9%，比
全省（9.1%）快1.8 个百分点，完成进
度 10.4%，快于序时进度 2.1 个百分
点，比月均任务数多收2.3亿元。

其中，地方税收收入完成 10.8
亿元，同比增长 17.3%，为近两年来
单月税收收入最高，一方面是去年
以来市委市政府各项稳增长促发展
措施成果显现，另一方面是去年强
力抓收入措施的翘尾因素，力促三
亚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新年首月

“开门红”，收入总量位列全省市县
第 2 位，为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财税部门在贯彻落实减税降
费、自贸港税收优惠等政策的同时，
为保证财政收入的平稳有序增长，
将继续强化与各执收部门的沟通协
调，未雨绸缪谋划各项财源，努力完
成 2021年财政收入预算任务，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开展提供坚实的
财力保障。

新年首月三亚实现“开门红”

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1.8亿元

“订单式”种植
市民吃什么基地种什么

扎业蔬菜基地位于天涯区水
蛟村，基地由三川叶菜产销农民
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蔬菜种植
面积 240亩，主要有小白菜、上海
青、地瓜叶、生菜、菜心、空心菜、
皇帝菜等品种。

“现在蔬菜基地共有 15 个品
种，常年供应三亚农贸市场和平
价蔬菜店。”扎业常年蔬菜基地
负责人蒋明富介绍，基地从 2015
年开始建设，基本上每年有 10个
月都有蔬菜，保障本地市场蔬菜
供应。

蒋明富介绍，该基地的蔬菜
主要销往三亚鸿港市场，现在和
三亚农投集团合作后，进行订单
式采购，在农投旗下的农贸市场
销售，在保证基地蔬菜销路的同
时，也保障了市民“菜篮子”安全。

“农投集团直接从蔬菜基地
采购，省去了中间流通环节，让市
民能够低价买到新鲜蔬菜。”蒋明
富说，从基地出去的蔬菜价格都
比较便宜。

“天喷式”浇水
“全方位SPA”让菜长

得更好

这里蔬菜生产稳定，离不开
技术的支持。这几年来，该蔬菜
基地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方式，在
相关部门指导下，确保蔬菜的品

质和产量。
记者当天下午看到，在这片

常年蔬菜基地里，每一排的菜畦
上都喷起了水。蒋明富介绍说基
地采用的“天喷式”浇水，相较于

“地喷式”，这个方式能让蔬菜全
方位吸收到水分，更好地生长。
此外，保障蔬菜供应的同时还得
保证食品安全，为了严把菜品质
量关，合作社为菜农开展种植技
术培训，全面提高种植管理和病
虫害防治水平。蒋明富说，基地
主要使用杀虫灯等设备来杀虫，
减少使用农药，保障蔬菜绿色、安
全。同时农投还对基地蔬菜进行
农药残留检测，保证农产品符合

蔬菜安全标准。
三亚农投菜篮子产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垂标介绍，扎业蔬菜
基地由合作社承包农户土地，再
以每亩 3000 元的价格租出去给
菜农种植，自产自销。该公司加
盟后，要求菜农按照其订单种植
后再进行统一收购。“收购后我们
直配农贸市场进行销售，这样有
利于控制生产基地端的价格和市
场销售端的价格，达到了保供稳
价的作用。”

“大棚式”种植
让蔬菜全年“住好”常绿

“现在本地蔬菜只能满足三
亚市场 65%需求，剩下的需要从
外地调运，如到雨季，本地蔬菜只
能满足三亚市场35%需求，所以，
三亚蔬菜价格有时会出现较大波
动。”张垂标介绍，临近春节游客
增多，对蔬菜的需求也将随之增
大，该公司正考虑到从外地调运
蔬菜，该公司在抱坡村建设的一
个配送基地正在施工中。

农投的加盟，不仅为菜农提
供化肥、农药指导，也带来了技术
支撑。

在雨季，若想要保证蔬菜基
地“四季常青”，就需要为蔬菜的
生长保驾护航，大棚种植便是该

基地下一步计划。
“三亚温度比较高，温度达到

36℃—38℃时，蔬菜不易成活，这
时就需要加盖遮阴篷来保证蔬菜
生长。”张垂标说，基地已加快推
进排灌设施建设，避免蔬菜基地

“泡水”。目前该公司已对大棚、
排灌等设施建设进行立项，将逐
一推进，全力守护好市民的“菜篮
子”。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保证全市常年蔬菜生产能
力建设，目前已通过多种方式改
造升级田间基础生产条件，配套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努力提升单
位面积产能。

三亚扎业常年蔬菜基地“订单式”种植保供应

田间蔬菜抢鲜“直供”市民餐桌
本报记者 张慧膑 实习生 邢凌凌

◀“天喷式”浇水能让蔬菜全方位吸收到水分，
更好地生长。 本报记者 张慧膑 摄

▲菜农准备将刚采摘的蔬菜运到市里销售。
本报记者 张慧膑 摄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海口 2 月 3 日电 2 月 3
日，省级离退休老同志情况通报会
在海口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并向省级离退
休老同志通报了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十四
五”规划情况，同时向大家致以新
春祝福。省委副书记、省长冯飞主
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通报
会。

阮崇武、汪啸风、陈玉益、钟文
等 39 位省级离退休老同志出席通

报会。
沈晓明在通报中说，“十三五”

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团结一
致、拼搏进取，奋力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实现了从建设国际旅游
岛到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建
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两次历史
性跨越，这些成绩是在历届省四套
班子打下的基础上取得的，是在包
括各位老同志在内的各方面热情关
心、大力支持下取得的。

沈晓明指出，“十四五”时期是
海南发展历史上的关键五年，也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打基础的关键
五年，我们将在历届省四套班子

“开荒平土”的基础上，当好“栽树
人”，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
任干，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健
全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生态文明建
设海南样板，让人民群众更快更好
更多地享受自由贸易港建设红利。

沈晓明表示，要加快推动海南

自由贸易港“五自由便利一安全有
序”政策落地，加强税收、社会治
理、法治和风险防控等制度建设，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为国家大局
多作贡献，树起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旗帜，建设扩大对外开放的试验
田，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
汇点，打造消费回流的重要通道。
要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建设优势，
抓住做大市场流量、汇聚四方之
才、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百姓获得
感的历史机遇，推动海南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应对外部环境
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等挑战，牢牢
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推进节奏和科
学方法，打造好政策环境、生态环
境、营商环境和政治生态环境等

“四个环境”，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再上新台阶。

省领导徐启方、孙大海、周红
波、何西庆、闫希军、王斌、刘登山
参加通报会。

（沈 威）

省级离退休老同志情况通报会在海口召开
沈晓明通报 冯飞主持 毛万春出席

海南省总工会推出“暖心留工
助发展”线上普惠活动

符合条件农民工
可申请200元补助

“叭”一声，罚50元！

三亚市区这些范围
禁止鸣喇叭

防疫下的春运：

如何消除这些隐患？
6版

春天到，三亚风光独好！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记者
2月 3日获悉，海南离岛旅客免
税购物增加邮寄送达方式的新
规，正陆续在岛内9家离岛免税
店落地。目前，三亚海旅免税
城及中服三亚国际免税购物公
园已正式启动免税商品邮寄业
务，三亚国际免税城也正在筹
备当中。

当天，中服三亚国际免税购

物公园率先通过其官微发布了
免税品邮寄业务启动公告，详
细告知了消费者可使用邮寄送
达的方式。该企业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旅客在购物下单时
需核验身份证信息，确保购买
人、付款人、收件人三者统一，
就能通过“CNSC三亚国际免税
购物公园”小程序填写邮寄信
息进行免税品的邮寄，同时还

可以通过小程序查看物流邮寄
轨迹，了解订单实时动向。邮
寄品会在确认旅客离岛至少24
小时后开始邮寄。

自开业以来，三亚海旅免税
城不断优化品牌结构、提升服
务品质。除了免税商品的价格
优势，丰富的品牌品种也是吸
引消费者的重要因素。记者了
解到，三亚海旅免税城也在当

天下午启动了免税品邮寄业
务，线上线下购物均可选择邮
寄业务。邮寄订单由京东物流
或邮政快递承运，邮寄费用由
三亚海旅免税城承担，邮寄品
在确认旅客离岛至少24小时后
开始邮寄。若出现运输破损，
将予以补邮或退货退款。由于
防控疫情特殊情况，高风险地
区目前暂不支持邮寄送达。

三亚两家免税店
启动免税商品邮寄业务

5版

3版

3版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Sy

嫩绿的小白菜、青翠欲滴的生菜……2 月 2 日下午，记者走进三亚扎业常年蔬菜基地，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长势良好，整齐排列的菜畦上，
当地村民正有序地整理菜地、采摘蔬菜；路边，一捆捆新鲜蔬菜整齐地堆放在一起，等待装车运走。每天有 1.5-2 万斤蔬菜从这里的田间地头

“走出去”，出现在农贸市场，“走上”市民的餐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