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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港建设，推动三亚更好融入世界，更新的

对外交往平台应运而生。海南致力于开展与俄罗
斯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19 年俄罗斯文化
周活动在三亚拉开序幕，推动海南与世界各国特别
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务实高效的合
作交流，为中俄建交70周年献礼。

借力活动，三亚对外宣传也走上新高度。三亚旅
游推广局开展境外宣传，三亚传媒影视集团专门成立
国际传播部，结合自身优势，将三亚形式多样的文化
活动，通过Facebook、推特等载体，传播三亚“好声
音”，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得益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海南向国
际社会释放了强烈的对外开放合作信号。”市旅文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连续举办的行业大会、文体赛
事活动，使得三亚在一次次磨砺中提升了举办大型
活动的实力与能力，收获了诸多务实投资合作，国
际知名度得以提升。

筑巢引凤聚集人气
外资外企合作意向剧增

三亚还通过多种形式与国际友人保持密切沟通
交流，多途径、多维度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建设相
关政策，推动海南与各国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务
实合作。

在三亚持续释放积极、强烈的开放合作意愿
时，多国驻华使节陆续访琼，期待与海南展开多领
域合作。去年8月，37国 70位驻华使节到访三亚，
参访了崖州湾科技城、中央商务区等地，实地感受
自贸港建设背景下三亚重点园区的澎湃活力。

如何让频繁的国际活动为经济服务？三亚积极
利用友城交往、使领馆、商协会等资源平台，助推招
商引资和项目合作。

据不完全统计，三亚去年吸引了来自新加坡、
美国、英国、日本等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实际
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8%。外商投资领域也逐步扩
展至总部经济、商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体娱
乐、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具有自贸港显示度的行
业。国际知名的 KWSSAATSE&Co.KGaA(科沃施
种子欧洲股份两合公司)、匈牙利储蓄商业银行公
共有限公司、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等知名外企在
三亚投资兴业。

一系列开放的人才政策也让外国友人对三亚有
了“归属感”。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我
接到了白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和白俄罗斯驻华
大使馆以及塔斯社的邀请，第一时间协助他们翻译

‘海南自由贸易港干货精选 60 条’，一直忙到深
夜。”康津晟说。

越来越国际化的三亚更注重“软环境”的打造，
海南出台实施《海南省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规
定》《公共场所标识标牌英文译写规范》，三亚率先
开展外语标识标牌的规范建设工作，“如此一来，外
籍人士来海南考察投资、交流学习、旅行度假，就会
更方便了。”康津晟说。

本报讯（记者 刘佳）近日，

三亚市出台《三亚市创建一流营

商环境 2021 年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方案》以高质量

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为目标，以

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对照中国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聚焦市

场主体和群众办事创业的痛点、

难点、堵点，围绕减流程、减成

本、减材料、减时间、优服务，进

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以业务

流程再造，全方位争创一流营商

环境。

《方案》包括工作目标、主要

任务、组织保障三大方面，推出

具有全国领先水平的 50 项改革

举措。每一项任务目标明确、细

化分工，详细列出了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和完成时限，权属责任

清晰，力争给企业最佳的体验。

根据《方案》，年内三亚将深化

“一网通办”“一窗通办”改革，提

升企业开办便利度，压缩企业开办

承诺时间至1个工作日以内；全面

推进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

制，梳理事项清单和制定办理流

程，破解“准入不准营”的问题；在

重点园区推行土地出让前方案预

审、规划许可极简审批、分阶段施

工许可等措施，推进“拿地即开

工”改革；推进“融易贷”平台建

设，探索开展“政采贷”业务，解决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推行“一件

事一次办”套餐式集成服务，将惠

企政策兑现纳入政务服务平台办

理，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等。

《方案》将由三亚市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市

各有关单位协同推进。围绕各

项改革任务，市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加强跟踪

督办落实，联合相关单位开展专

项调研、明察暗访，对发现的正

面典型予以褒奖激励，对改革推

进过程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等行为，提交相关部门按规

定处理。

今年，三亚市在全省率先进

行优化营商环境立法，《三亚市

优化营商环境若干规定》（以下
简称《若干规定》）已于3月13日

正式施行。三亚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营商环境科科长刘艺表

示，此次出台《方案》也是做好

《若干规定》的后半篇——“执行”

的关键之举，改革举措直击市场

主体痛点难点，并逐项明确责任

单位及完成时限，突出责任分解

和任务落实，切实以改革实效提

升企业获得感和公众满意度。

《三亚市创建一流营商环境2021年实施方案》出台

50项改革举措争创一流营商环境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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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的好坏，是衡量海
南自贸港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
标准。”谈及对三亚营商环境的
体会，天涯区候鸟人才协会常务
副会长韩玉表示，准确评价一个
地区的营商环境好坏，不是由个
别企业、个别主体或个别部门来
评价，而要看普遍的反映。优化
营商环境，要靠每一个部门、每
个人都发力，聚力打造“好地方、
事好办”政务服务品牌。

韩玉告诉记者，三亚是拥有
国内独特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

优势的知名滨海旅游城市，又逢
海南自贸港建设这一国家战略
实施，可谓天时、地利相合，他时
刻关注三亚对接自贸港，建设一
流营商环境时的顶层设计、人才
聚集和战略实施等问题。

今年57岁的韩玉来自河北省
石家庄市，现为三亚市关工委副
主任、正高级经济师。去年 8 月
份被海南省人才服务中心认定
为我省拔尖人才，目前已落户三
亚。自担任三亚营商环境观察
员以来，他除了认真做好本职工

作以外，积极参加三亚各相关部
门的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营商
环境评议会，赴各区及产业园区
开展营商环境建设情况调研。

密切关注海洋环境保护的韩
玉在调研中发现，三亚市在海洋
环境保护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
而且三亚市在国内外名声虽然
很大，但外界对三亚市海洋环境
保护的了解相对有限，需要加强
宣传。于是，他撰写了三亚市海
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两篇成果
文章——《美丽渔村守护者》《海
上森林 我来守护》，分别于去年
4 月 28 日、6 月 16 日在《人民日
报》海外版进行报道。

“三亚市的营商环境锻造应

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要通过多
‘点’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韩玉对三亚如何锻造国际一流
营商环境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
首先是顶层设计问题，建议可分
两步走：第一步是用两到三年时
间对标上海、深圳达到国内一
流。第二步，再用 3 到 5 年对标
我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等亚洲一
流城市，争取在“十四五”期间达
到亚洲一流，到2030年达到世界
一流。其次，完善人才政策，构
筑人才高地。现在全国都在争
抢人才，政府可主动作为。第
三，在构建三亚市营商环境战略
实施时，既要有高屋建瓴的创
新，更要强化基础短板的补齐。

“ 栽 好 梧 桐 树 ，引 得 凤 凰
来。”韩玉表示，当前从上到下都
传递着这样一个强劲信号，优化
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
综合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正当
时，唯有如此才能跑出发展的

“加速度”。他作为三亚 21 名营
商环境观察员其中的一员，一定
发挥好自身优势，认真履职，积极
地为三亚优化营商环境出谋划
策，帮助三亚营商环境“问诊把
脉”。只有举全部之力把优化营
商环境这棵“梧桐树”栽好，才能
吸引来更多企业和商户，促使更
多的资金和项目落地生根，推动
区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助力
三亚“十四五”经济高质量发展。

天涯区候鸟人才协会常务副会长韩玉：

多“点”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黄世烽

本报扬州 4 月 7 日电（特
派记者 胡拥军 张蒙蒙）由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花卉协
会、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扬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扬州世
界园艺博览会（扬州世园会）将
于4月8日开幕，由三亚市人民
政府主办，三亚市林业局承办
的“花开自贸港·逐梦新海南”
三亚主题园也将同期亮相。

本届世园会主题为“绿色
城市，健康生活”，将于 2021年
4 月 8 日至 10 月 8 日在扬州市
仪征枣林湾举办，在弘扬中国
传统园艺技艺和世界最新园艺
科技的同时，打造旅游精品、促
进乡村振兴，向世界展示美丽
江苏魅力和推进“强富美高”建
设的发展成果。

记者从三亚市林业局获
悉，三亚展园以“花开自贸港·
逐梦新海南”为主题，以“凝练
标志特色、展现园艺亮点、沉浸
山海体验”为设计理念。共分
为黎舟晚亭、雨林花镜、黎族船
屋、心落岸滩、花弄浪间、珊瑚
涅槃、凤凰风情、鹿回头、海角
石、鹿腾逐梦、黎锦绣语等十一
大展区，同时配套“世园会开园
日”和“三亚活动周”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展现三亚的人文和
地理之美。

据介绍，黎舟晚亭：以海南
黎族船形屋为原型，设计舟亭，
融合建筑美与自然美，吸引人
们的探寻之趣；雨林花镜：以扬
州适生植物模拟三亚复层结构
季雨林景观，让大家领略三亚
丘陵山地及雨林景观的同时，
激发探索热情；黎族船屋：原汁
原味的黎族船屋，展现浓郁的
三亚民族风情；心落岸滩：以山

麓缓坡为底景，呼应海浪肌理，
展现最迷人的三亚海滩风情，
令人流连忘返；花弄浪间：三亚
的海最让人心驰神往，用起伏
的蓝紫色花卉表达海浪，踏浪
花间，一份独特的游赏体验让
人沉醉；珊瑚涅槃：以园外河
道为底景，水下设计颜色渐变
的珊瑚雕塑，表达三亚在珊瑚
礁生态修复方面取得的显著
成效；凤凰风情：以凤凰岛为
原型，五栋风帆式建筑作为展
示牌（凤凰岛、免税店、大树公
馆、呀诺达/槟榔谷、鹿回头）
展示三亚标志性特色景观；鹿
回头：标志性建筑，让大家回
忆三亚、期待三亚、展望三亚；

海角石：标志性景观，唤起游
客对三亚的浪漫回忆；鹿腾逐
梦：以海南坡鹿的成长为主
线，坡鹿从小鹿初长成，到在
乘风破浪的船头之上全力奔
跑、欢腾跳跃，寓意三亚从小
渔村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国际
旅游岛、自由贸易港的奔腾崛
起、永不止步和筑梦前行；黎
锦绣语：采用的是黎锦纹样设
计三亚园主题绿墙，彰显三亚
民族特色。

记者了解到，扬州世园会
园区规划总面积 230 公顷，总
体采用“一轴、两脉、五心、八片
区”的结构布局，即以园艺梦想
主轴贯穿南北入口，以水系蓝

脉和园艺景观绿脉串联东西片
区，以国际馆、中国馆、演绎馆
（开闭幕式馆）、园冶园、碧云
村为承担主要展览功能的五大
核心景点，设置国内园艺展区、
国外园艺展区、江苏园艺展区、
企业园艺展区、生活园艺展区、
林荫休憩展区、生态休闲区、入
口服务区等八大片区。国内计
有北京、上海、深圳、西安、香
港、澳门等 20 座城市和 7 家企
业确定参建室外展园；国际上
邀请了法国奥尔良、荷兰布雷
达、美国圣安东尼奥、日本奈良
以及国际竹藤组织、世界月季
联合会等 30个城市、企业或国
际组织参建、参展。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研究基地
落户三亚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4月 7日上午，中国刑事
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研究基地在
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未成年检察一站式工作区
揭牌落成。这个由心理疏导、询问调查、检查取证、
预防教育、技能培训等多部门完成的“一站式工作
区”，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全方位保护。国务院妇
儿工委办公室儿童工作顾问、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宋英辉，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四
组主任宋丹等领导出席揭牌仪式。

为避免不当询问、多次询问给未成年被害人、
未成年证人及其家属带来“二次”甚至是“多次”伤
害，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分别在崖城检察室、海
棠湾检察室设置一站式询（讯）问室。以检察机关
依法提前介入、引导首次询（讯）问，心理咨询师前
置开展（在询问前开展）心理抚慰、心理舒缓活动等
工作，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更及时、更专业的救
助。同时，在三亚技师学院打造“一站式工作区”，
心理疏导、询问调查、检查取证、预防教育、技能培
训等由多部门在工作区一站式完成，以“一站式办
案+一站式救助”模式，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全方位
保护，取得很好的办案效果和社会效果。

目前，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未成年被害人救
助项目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为未检工作创新实
践基地，“一站式工作区”被中国少年司法专业委员
会确定为“少年司法研究基地”。

据了解，设立在三亚技师学院的“一站式工作
区”约 1500 平方米，设置了询（讯）问区、检查取证
区、心理救助区、预防教育区、技能培训区等5大功
能区。按照“1+1+1+N”（1 名未检检察官+1 名心
理咨询师+1 名司法社工+根据案件办理需要进入
工作区的公安民警、医护人员、法官等）配备工作
人员，以“1+1”（一站式办案+一站式救助）的工作
模式，“五到位、五同步、五一站”的工作机制，促专
业化办案和社会化救助无缝衔接，全方位助力未成
年被害人顺利回归社会。

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五
到位”是接到性侵未成年人报案后，公安机关应当
立即通知公安民警（含刑事侦查、技术鉴定部门）、
医师法医与工作区的未检检察官、心理咨询师、司
法社工等一起开展工作。“五同步”是办理性侵未成
年人案件，应当“同步录音录像、同步引导、同步监
督、同步取证、同步救助”。“五一站”是多部门依法
开展一站式“询问调查、检查取证、心理救助、预防
教育、综合救助工作”。

市热线办到市住建局调研

面对面交流促改进
让办件处置率上升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近日，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管理办公室相关
人员一行来到市住建局，就热线办件
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座
谈。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相关科室
负责人，及应急管理中心、路灯所、质
安站等下属单位负责人和联络员参加
会议。

市住建局负责房地产、住房保障、
农村危房改造、市政建设、物业管理、污
水管网、园林环卫、建设工程等方面的
建设或监管工作，涉及公民、法人权益
纠纷的投诉事项较多。2020 年，热线
受 理 涉 及 住 建 部 门 的 诉 求 就 达 到
27092件，其中前台在线办结18524件，
派给住建部门处理的 8568 件，办结
67.94%，是办件逾期率较高的单位之
一。

针对工单处理难、处理慢的问题，
今年，市住建局进行了自查和分析，一
方面形成报告呈报市政府，一方面进行
整改。今年该局通过增加热线工单处
理专员、16 个科室和 13 个下属单位设
专门联络员等措施，加大所有工单的处
理力度，办件处置率大幅上升。

座谈会上，市住建局调研员王凤山
表示，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热线工作，
积极主动与热线对接，不断加大办件处
理力度，以工作质量的提升，换来群众
的满意度。与会的各科室、下属单位负
责人和热线工单联络员提出了办件处
理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以及改进建
议，其中包括“投诉类需要解决实际问
题的应提供联系方式”“工单中问题表
述内容应完整清晰”“系统应增加逾期
提醒功能”等。

对于市住建局提出的问题和建议，
市热线办人员按照各自职责一一进行
回应，并交流处理的方式方法。

市热线办副主任吴泽卫说，将根据
住建部门提出的合理建议，能整改的马
上整改，尽最大努力理顺办件处理工作
流程，提高办件派单准确率，双方共同
努力，把群众的诉求妥善处理好，给群
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今天开幕

“花开自贸港·逐梦新海南”三亚主题园亮相
十一大展区展现鹿城人文地理之美

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三亚主题园掠影。本报特派记者 胡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