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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
贸港建设、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
海 工 程 等“ 海 南 元 素 ”备 受 关
注。在这些海南元素中，载人航天
再次成为海南新热词。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十年磨一
剑”精神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
突破。 在海南航天科技领域，三
亚卫星建造与卫星遥感信息应用
的蓬勃发展，成为一大亮点。有些
领域甚至实现了从起跑、并跑到领
跑的华丽转身。

空天产业这个“高频词”背后
的“三亚需要”，从三亚中科遥感信
息产业园（以下简称“产业园”）的

“转型”“转强”的路径中或许可以
窥见空天信息产业发展的密码。

3月 2日，拥有先进 3D打印技
术的深圳金丰增材技术公司负责
人到访产业园，将应用 3D 打印技
术制造卫星核心部件，助力遥感信
息产业在三亚集聚；“海南卫星星
座”项目中的“海南一号”首批四颗
光学卫星研制工作已完成，并通过
自筹经费购买中国长征火箭公司
的“捷龙一号”火箭，目前正争取择
机在文昌发射 ；太空科技馆 2020
年 11 月奠基动工，促进遥感产业
园建成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空间科
技创新战略高地；产业园引进的第
一家入园企业——三亚海兰寰宇
海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20 年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仍然逆流而
上，全年新签订单接近一个亿，全
国“近海监测一张网”的大数据都
落在三亚……

截至 2020 年底，产业园累计
投资4800余万元，引进和孵化200
余家企业，经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3

家，累计知识产权数量 100 余件。
其中，卫星遥感信息全产业链基本
搭建，空天信息技术产业链闭环有
望形成。

空天信息产业的企业如春笋
般破土,逐一落地三亚，一个瞄准
空天信息产业的创新发展新高地
已初步形成。

金属铁本无磁性，若长期置于
吸铁石上，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产生
磁性，这就是“磁化效应”。“创新”
元素更丰富、土壤更肥沃、人才更
集聚，让空天信息技术阔步前进。

自 2020年 6月 1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至今，
上百家企业与三亚中科遥感信息
产业园接洽，还有几波企业将组团
前来考察，有些已提交入园注册手

续。知名企业纷纷“抢滩”入驻，是
海南持续创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
和人才提供全生命周期高质量服
务、打造招商引资“强磁场”、释放
强大政策红利带来的利好效应。

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董
事长杨天梁说，“十四五”时期，海
南将打造种业、深海、航天三大科
创高地，争取国家实验室落户海
南，培育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建
设全国深海科技基地、成果孵化转
化基地和航天重大产业基地，陆海
空产业总规模超 350 亿元。这些
完善的“路线图”、画好的“施工
图”将会让三亚的空天信息产业
再次“飞”出新高度。

空天信息虽布局于“天”，但若
想摘下这颗“星”，需将空天信息产

业落地，加速企业招引与产业链，构
建布局商业应用场景。杨天梁说，
接下来，园区继续按照《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要求，推动
一批高新技术项目尽快建成投产，
加大力度建设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
业园，加快推进“海南卫星星座”项
目进程，积极推进太空科技馆建
设，筹建人才储备库，引进和培养空
天信息人才，建设亚太卫星应用中
心等，从人才培养、卫星研发制造、
发射、数据接收，到深度开发应用
的空天信息产业生态圈挺进。

空天信息产业在三亚的创新
土壤里生根、发芽、结果，向着星辰
大海更深处遨游！

2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已入驻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

空天产业“飞”出新高度
本报记者 杨洋

高空俯瞰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附近的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成就宣传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3月 5日，
2020—2021 年海南三亚瓜菜新品种
展示观摩会在三亚市热带设施农业科
技示范园举行。来自海南省农业科技
110各市县的农技员、经销商以及种
植户等，观摩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0
多个瓜果菜新品种，实地了解技术转
化成果，体验瓜果菜新品种优势。

三亚作为全国冬季“天然大温
室”和国家南繁育种基地，每年全国
南繁科研单位都会在三亚推出新品
种的瓜果菜和新技术，让种植户有更

多的选择。科研单位还综合新品种
的产量、抗病性、成熟度等多个因
素，与现有品种对比后，更大规模地
推广新品种的栽培与示范，切实帮助
农民增产增收。自 2008 年起，海南
省种子总站、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
究院等单位在三亚举办海南三亚瓜
菜新品种展示会（中国南繁地展）。
经过 13 年的发展，该展示会已成为
国际性的农业良种示范展示平台。

“这些品种都是针对海南冬季瓜
菜品种量身定育的。”三亚市南繁科

学技术研究院南繁作物与植物保护
中心主任、海南省农业科技110南部
服务中心主任罗丰介绍，本次展示会
在全国征集了 500 多个不同种类新
品种亮相，涵盖豇豆、辣椒、哈密瓜、
西红柿、茄子、苦瓜等15个种类。

记者在该育种基地看到，豇豆、
辣椒、茄子、圣女果、苦瓜等抗病性
高、产量高、品质优的新品种，硕果累
累。在圣女果种植大棚，红的、黄的圣
女果色泽诱人；哈密瓜种植大棚，黄
皮、绿皮、白皮的哈密瓜掩映在翠绿的

叶片间；在茄子种植大棚，长形的、圆
形的、紫色的、青色的茄子挂满枝
头。当天，来自各市县的农技员、经销
商、种植户等一边听工作人员介绍，
一边对各个新品种的瓜果菜进行比
较，希望选出合适的品种用于种植。

“此次展示活动，就是为了收集
瓜菜品种资源，为选育新品种做基
础，筛选适合本地种植的瓜菜新品
种，利用南繁品种资源为本地成果转
化服务，促进海南冬季瓜菜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罗丰说。

3 月 5 日，育才生态区那受村委会南塔组村民赵金花在自家庭院里编织客
人预订的藤制花篮，她手上编织的这个花篮能卖 500 元。

赵金花说，她的手艺是从老一辈那里传下来的，以前只能编来自用，没想到
现在还能卖了挣钱给家庭增加收入。自当地开展脱贫攻坚、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等工作以来，村里的路通了，乡村建设美了，来玩的游客多了，村民的日子也越
过越好了。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编织致富梦

民族团结进步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3月 9日，
三亚召开2021年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暗访培训暨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工作推进会。市爱卫会副主任、副市
长何世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三亚2020年 12月模
拟暗访卫生问题督查情况，并对迎接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进行部署。
2020年 12月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模拟
暗访发现的卫生问题共231个，已整
改 220 个，整改中 6个，未整改 5个，
整改完成率 95.24%。其中天涯区整

改完成率 100%，海棠区整改完成率
95%，吉阳区整改完成率 93.51%，崖
州区整改完成率 92.31%，育才生态
区整改完成率80%，

何世刚指出，做好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迎检工作，意义重大、任务明
确、时间紧迫。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
站位，充分认识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
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突出重点，全
力以赴打好复审工作攻坚战；加强领
导，确保各项责任落实到位。以复审
为契机落实长效管理机制，全力以赴

打好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决胜之战，确
保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一举通过。

2009 年 10 月，三亚成功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成为海南省首个国家卫
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是动态性荣
誉，满 3 年复审一次，复审通过即再
次确认为“国家卫生城市”。2013年
三亚 顺利通 过国家第 一 次复 审。
2017年三亚再次圆满通过第二次复
审。今年是第三次迎接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当前，三亚已进入迎接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暗访的关键时刻，省爱

卫办将在本月中下旬组织国家级复
审暗访专家对全市开展一次模拟暗
访。会议要求，全市要上下一心对照
《国家卫生城市标准（2014）》和《国
家卫生城市暗访评价表》，落实十项
任务，确保高分通过；同时，以问题
为导向，倒逼问题解决；严格督导问
责，保证工作到位。

会上还邀请省级爱国卫生专家
杨静分析了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暗访
的重点事项，加深与会人员对标准的
掌握和认识。

三亚召开2021年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暗访培训暨迎接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工作推进会

全力以赴 打好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攻坚战

2020—2021年海南三亚瓜菜新品种展示观摩会举行

500多个瓜果菜新品种集中亮相

◀上接5版
31.“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零

关税即全岛封关运作前，对部分进口
商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
和 消 费 税 ；全 岛 封 关 运 作 、简 并 税 制
后，对进口征税商品目录以外、允许海
南自由贸易港进口的商品，免征进口
关税。低税率即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
实质经营的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优
惠税率；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实行个人
所得税优惠税率。简税制即结合中国
税制改革方向，探索推进简化税制，改
革税种制度，降低间接税比例，实现税
种结构简单科学、税制要素充分优化、
税负水平明显降低、收入归属清晰、财
政收支大体均衡。

32.“非禁即入”：除非有强制性的
标准和法律的禁止，原则上政府取消
许可和审批，对企业实行备案制、承诺
制，承诺符合条件就可以开展业务。

33.“双随机、一公开”：在监管过程

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
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
向社会公开。

34. 五大文明创建活动：是指文明
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创建活动。

35.“多规合一”：2015 年 6 月 5 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
会议同意，海南省在全国率先开展省
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编制海南省
总体规划，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城镇体
系 规 划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海 洋 功 能 区
划、林地保护规划、生态保护红线规划
等六大类规划统一到一个空间规划体
系，解决规划打架、重复建设等问题。

36. 碳达峰、碳中和：“碳达峰”即
我国承诺在 2030 年前，二氧化碳的排
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再慢慢减
下去；“碳中和”即到 2060 年，针对排放
的二氧化碳，要采取植树、节能减排等
各种方式全部抵消掉。

37.“一中心、一城、一区、三重点”：
一中心，指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一城，
指崖州湾科技城；一区，指三亚中央商
务区；三重点指民生、生态、社会治理。

38.“一负三正”零关税进口商品清
单：对企业进口自用的生产设备，实行

“零关税”负面清单管理；对岛内进口
用于交通运输、旅游业的船舶、航空器
等营运用交通工具及游艇，实行“零关
税”正面清单管理；对岛内进口用于生
产自用或以“两头在外”模式进行生产
加工活动（或服务贸易过程中）所消耗
的原辅料，实行“零关税”正面清单管
理；对岛内居民消费的进境商品，实行
正面清单管理，允许岛内免税购买。

39. 离岛免税“邮寄送达”政策：离
岛旅客在市内离岛免税商店、隔离区
离岛免税商店或者网上离岛免税销售
窗口购买免税品后，在办理提货手续
前 ，可 自 主 选 择“ 邮 寄 送 达 ”提 货 方
式。目前仅适用乘飞机离岛的旅客，

测试期间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提供离
岛免税品邮寄物流服务。

40.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是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
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
度 6 个对话伙伴国参加，旨在通过削减
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一个 16 国统
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包括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
坡、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中
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
15 方。2020 年 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当
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
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41.“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
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
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江
门、惠州等九市组成的城市群。

42.“加工增值”政策：《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的税收政
策，即对鼓励类产业企业生产的不含进
口料件或者含进口料件在海南自由贸
易港加工增值超过 30%（含 30%）的货
物，经“二线”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
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43. 营商环境“1+N”制度体系：
“1”指制定出台优化营商环境年度实
施方案（《三亚市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
划（2019-2020 年）》，针对营商环境工
作做规划、定方向、提要求；“N”指各
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行动计划安排，结
合主管行业领域的突出问题，出台优
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计划或方案。

44. REITs：即房地产信托投资基
金，是一种以发行收益凭证的方式汇
集特定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由专门投
资机构进行房地产投资经营管理，并
将投资综合收益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
的信托基金。

45.“六种能力”：发热门诊“前哨”

能力、应急核酸检测能力、社区组织动
员能力、重点人员隔离能力、确诊病例
收治能力、快速应急处置能力。

46.“四方责任”：党委政府属地责
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单位企业主体
责任、个人和家庭自我管理责任。

47.“六个严禁两个推进”：严禁秸
秆 、垃 圾 露 天 焚 烧 ；严 禁 槟 榔 土 法 熏
烤；严禁在禁燃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严
禁在允许区外露天烧烤；严禁寺庙道
观燃烧高香；严禁在城区公共场所祭
祀烧纸焚香；推进气代柴薪工作；推进
秸秆综合利用。

48. 能源消费双控制度：指能源消
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按设定能源
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进行监督考
核。

49.“一场两馆”：体育场、体育馆、
游泳馆。

50.“五化”建设：即城市净化、绿
化、彩化、亮化、美化建设。

创文巩卫 建设美丽三亚Sy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3月 8日，记
者从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获悉，为严厉
打击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规范
房地产市场秩序，我省决定开展房地
产市场专项整治工作，重点对在建、在
售以及群众投诉举报较多的商品住宅
项目违法违规行为开展排查整治。

据介绍，此次整治即日起至5月 15
日，分为企业自纠自查阶段、市县开展
全面检查阶段、省级主管部门组织督
查等三个阶段，重点对在建、在售以及
群众投诉举报较多的商品住宅项目违
法违规行为开展排查整治。

据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将被严厉
打击，包括购房人规避限购政策骗取
购房资格、开发商违规销售商品房、中
介机构和人员违规乱象、商品房销售
现场管理无序。针对规避限购政策骗
取购房资格行为，住建(房管)部门暂停
项目销售和购房合同网签备案，依法
依规从严从重处罚；对提供虚假证明、
规避限购政策购房的个人，撤销其购

房合同网签备案，列入严重失信范围，
5年内不得在我省购房；对协助虚构劳
动关系，代发工资，代缴社保或个税骗
取购房资格的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
取消其备案资格，5年内禁止在我省从
事房地产中介业务；对涉及伪造、编造
证明材料获取购房资格等违法行为，
由公安部门依法予以打击，追究其法
律责任。

针对捆绑销售变相涨价行为，开发
企业在备案价格之外加价销售商品房
或将委托装修、购买车位、加入会员等
作为购房前置条件的，住建(房管)部门
暂停项目销售和购房合同网签备案；
由税务部门对涉及的偷逃税行为依法
依规追缴税款和处罚；发改部门在办
理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备案时，要求开
发企业提供严格按照备案价格销售，
不得捆绑装修、车位和会员资格变相
涨价的承诺，由市场监管部门对违背
上述承诺的房企按照价格欺诈从严处
罚。

海南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

骗取购房资格的购房人
5年内不得在我省购房

从 3 月 8 日
起 ，海 南 省 开 展
房地产市场专项
整 治 工 作 ，查 摆

房地产市场突出问题，切实抓好整改，
堵塞制度漏洞，重点打击规避限购政
策骗购、违规售房等 4 类违法违规行
为，列入严重失信范围 5 年内不得购
房。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诚信
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家企业
的生存和发展根本，信任就如同大楼
基石，一旦崩塌，就会给法治、道德带
来严重冲击。海南省开展房地产市场
专项整治工作之所以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不光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突出问
题会蚕食整个社会的“诚信红利”，还
因为整治的是社会大众关注的房地产
市场。

此次整治行动重点对在建、在售
以及群众投诉举报较多的商品住宅项
目违法违规行为开展排查整治，从购
房人规避限购政策骗取购房资格、开
发商违规销售商品房、中介机构和人
员违规乱象、商品房销售现场管理无
序等四个方面开展排查。对于普通消
费者来说，这些问题会扭曲市场信息、
改变消费预期，从而降低幸福感和获

得感。
房地产市场需要一个健康平稳的

发展环境，在中央三令五申“房住不
炒”的基本定位下，一方面，房地产企
业要诚信经营，把重心放到产品品质、
客户服务上来，对销售团队的违规违
法行为要敢于自查自纠，通过诚信经
营赢得市场、赢得口碑；另一方面，个
人购房时要实事求是，不要为了一己
私利弄虚作假扰乱市场秩序。相关职
能部门要敢于“亮剑”，从严从重从快
打击规避限购政策骗取购房资格行为
和捆绑销售变相涨价行为，大力营造
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除了加强市场
整治外，要建立市场监管长效机制，落
实市县房地产调控主体责任，继续加
强房地产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在市场
准 入 、开 发 资 质 、从 业 资 格 、项 目 建
设、销售备案等方面实施信用管理和
联合惩戒，形成守法获利、违法受限的
良好营商环境和市场氛围。

唯有重典才能治乱，规范房地产
市场秩序，必须重拳出击。此次整治
行 动 指 向 清 楚 、要 点 突 出 ，刀 刀“ 见
血”，但真正要让行动产生良好成效还
得落实于执行，只有真正打好联合惩
戒“组合拳”，刹住市场的不正之风，
才能让市场更健康，人民群众更受益。

严惩失信 让诚信“发光”
三亚日报 蔡炳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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