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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进步Sy

◀上接1版
陈斌只是新“流入”海南的数十万

人之一。在高端紧缺型人才个人所得
税享受最高 15%税负等政策吸引下，
越来越多人成为“新闯海人”，海南成
为新的创业热土。

据统计，自 2018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海南共引进各类人才 23.3 万多
人。自贸港开局的2020年引进12.2万
多人，比上年增长 177%，其中不乏海
外人才。

追逐自贸港发展机遇的，还有来自
国内外的企业。据海南省委深改办
（自贸港工委办）常务副主任王磊介
绍，2020 年海南新设市场主体 31 万
户，增长 30.9%，其中新设企业增长
113.7%；3 年新增市场主体 76.3 万户，
超过过去30年的总和。

“自贸港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非

常实惠。在海南发展，我们充满信
心。”香港佳成达有限公司董事长徐
毅说。去年 8 月，该公司在洋浦投资
1.6 亿元成立一家子公司，准备进行茶
叶雾化吸入产品深加工和出口贸易，
目前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 政策显效做大贸易流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中，有着“零关税”等核心政策的海
南自贸港能起到什么特殊作用？透
过前不久刚刚闭幕的首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可以发现海南是国际
商品特别是消费品进入中国市场的
最好桥梁。

巴拿马咖啡、德国帆船、瑞士名
表、日本护肤品……来自 70 个国家和

地区的 2628 个消费精品品牌，吸引超
24万人次观众参展。资生堂中国区总
裁藤原宪太郎说，资生堂把海南自贸
港定位成新品牌信息发布地，以后海
南将是其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窗
口。

离岛免税购物业态迅猛发展，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提速，是众多国际
品牌看好海南的重要原因。2020 年 7
月海南离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购物额
度提高至 10万元以来，海南离岛免税
购物持续火爆。

受免税品消费拉动，2020 年下半
年海南外贸进出口额增速高达15.2%，
增速快于全国同期 8.9 个百分点。其
中进口消费品金额 271.6 亿元，同比增
长 142%，对同期海南外贸增长贡献率
高达201%。

现代服务业是海南重点发展的三

大产业之一，在自贸港政策利好带动
下，海南 2020 年全年服务进出口 185
亿元，同比增长 1.1 倍，贸易对象覆盖
新加坡、美国、爱尔兰、英国等。

飞机维修维护是新兴服务贸易的
特色板块。得益于原辅料“零关税”政
策，今年 1月，一架来自柬埔寨澜湄航
空的空客 A320 飞机在海口美兰机场
海航基地完成高级别定检工作，成为
海南自贸港完成的首单境外飞机进境
保税维修业务。

业内人士认为，在原辅料“零关
税”、第七航权开放、航线增加等利好
政策的加持下，未来将有更多东南亚
地区航司飞机来琼维修，助力海南航
空维修产业快速发展。

■ 综合施策畅通资金流

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是自由贸
易港的基本特征之一。一年来，根据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部
署，海南在试点改革跨境证券投融资
政策、加快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增强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方面迈出步
伐。

去年9月，海南省首支合格境外有
限合伙人基金——海南交银国际科创
盛兴基金成立，规模约 1亿美元，主要
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金融科技、高端
装备等产业，重点扶持国内相关高新
技术企业发展。

“一天取得推荐函，一天完成全部
银行开户手续，半个月内完成基金备
案。”回忆基金成立过程，交通银行海
南省分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彭寿波表
示难以置信。

业内人士称，海南自贸港税收优

惠政策以及出台的合格境外有限合
伙人境内股权投资暂行办法，将为自
贸港发展股权投资市场奠定坚实基
础，吸引境内外优质投资机构落户海
南。

离岸贸易是国际自由港的重要业
态，其业务成熟度，代表该区域的国际
市场竞争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2020 年以来，海南出台支持离岸贸易
发展“一揽子”政策，包括在洋浦打造
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先行区，支持创新
外汇结算便利措施，赋予银行更多单
据审核自主权等。

系列举措带动海南新型离岸国际
贸易迅猛发展。2020 年，海南新型离
岸国际贸易收支额超 18亿美元，同比
增长约11倍，今年发展态势依旧迅猛，
洋浦前两月贸易额已接近去年全年水
平。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随
之 而 来 的 还 有 激 情 飞 扬 的“ 喊
楼”。

西南大学三亚中学近日举行
一 年 一 度 的“ 高 考 文 明 喊 楼 ”活
动。该校 400 名高三学子与即将
参加高二会考的学生在学弟、学
妹们的见证下，集体“喊楼”释压，
同学们齐喊“高考加油！”“高考必
胜！”等口号，以充满自信的姿态
迎接即将到来的考试。（《三亚日
报》）

除了我们身边真实发生的，近

期在各大媒体或者网络平台上也
不乏见到各地高三学子们喊楼助
威的新闻、视频，甚至在微信微博
里，还有不少人转载着这样一句
话：有一场青春叫高考，有一种祝
福叫“喊楼”，高考“喊楼”，你喊了
吗？

高考“喊楼”也有过很多不同
的“声音”，有人认为，这是压力的
释放，是一种非常励志的校园文
化，也有人对“喊楼”这样的形式
表 示 质 疑 。 对 一 件 事 有 多 种 看
法，这很正常，进步的社会需要不

同的思想碰撞。
“必胜”“加油”……一声声的

“喊楼”从视频传出来，笔者不禁也
回忆起自己的高考，那是青春飞扬
的岁月，也是激情澎湃的年纪。

“喊楼”是一种个体的情感表
达，但我们也能从中看见团结的
力 量 。 在 高 中 这 段 清 苦 的 日 子
里，或许有过争吵、隔阂、猜忌，但
在这一声声的“喊楼”，这种特殊
而热烈的表达中，曾经的种种不
快得以释放，即将离别的愁绪让
他们格外珍惜最后相处的时光，

并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团结。
因此，对于“喊楼”，我们不必

要界定它的性质，只要它心向“文
明”，我们就不妨把它看成是一次
毕业留念，过去，我们最普遍的毕
业留念就是赠言、留影、聚会等，

“喊楼”也可算是一次特殊的留念。
人间骄阳正好，高三学子们正

当年少。那从喉咙深处喷薄而出
的声音，正在一笔一画地在他们

“人生”这本书中留下高中的毕业
痕迹，这是对一个个挑灯夜战的
宣泄，也是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

地址：位于三亚市河东路 82 号。

饮食指南：学校门口向左 1000 余米有各类经济实惠

的餐馆。向右 2000 余米拐入商品街大道，餐馆也非常多。

住宿指南：学校旁边有兴意酒店和金鹏酒店，双标间

价格每晚 200 元左右。紧邻港门村社区和商品街社区有

大量的旅馆和酒店，价格每晚 100 多元。河东路上的中亚

酒店档次高一些，住宿价格也稍微偏高。

交通指南：经过海南中学三亚学校站的公交车为 4

路、9 路、11 路、12 路、40 路、42 路、6 路、7 路西环、微 1 路、

微 6 路。需要注意的是，河东路为单行道，出行时应留意

公交车行驶方向。

购物指南：港门村社区和商品街社区均有文具店、超

市、小卖部和药店。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距离高
考越来越近了，复习的强度、心情
的好坏都可能会影响临场发挥。5
月 31日，记者走进三亚各学校，近
距离了解高三学生备考状态。

“我们把缓解心理压力的几点
小诀窍印在卡片上发给考生，教他
们如何轻松备考。”海南中学三亚
学校高三老师陈丽娟说，对一些偏
科的同学，老师都会进行相应辅
导，以便缓解学生紧张的情绪。学
校还继续保持体育课及跑操活动，

让考生在紧张的复习中得以放松。
“进入高考冲刺阶段以来，学

校进行了基础性、单元模块、高考
模式等强化训练，让学生逐渐进入
状态。再根据学生的成绩，耐心地
找出易错题型、知识点进行辅导，
传授他们更好的答题技巧。”三亚
市第一中学校长万辉说，学校针对
高三学子精心制定复习方案，切实
强化教师责任，深入挖掘学生潜
能，有条不紊地做好备考工作。“心
态调整好了，考试就能发挥出更好

的水平。学校此前开展的毕业季
系列活动为考生考前心理做了很
好的辅导调节，缓解了他们的心理
压力和焦虑浮躁的情绪。”

三亚国家级心理咨询师伍芸
告诉记者，对于许多高三学生来
说，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重大战役，
能够金榜题名、考上好大学是家长
和学生的期望。但期望过高，压力
越大。如何应对高考带来的压力
呢？建议考生们首先要调整好学
习状态和身体状态。合理安排好

各科的复习时间，查漏补缺的同时
注意做好个人防护，注意饮食安
全，适当进行体育锻炼。其次要调
整好心理状态，用“平常心”轻装
上阵，有什么事多和家长说一说或
者老师说一说，减轻压力才能取得
好成绩；最后要做好赴考准备，准
备必要的防疫物品，严格按照考试
规定，携带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
试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
线，防止因交通问题影响参加高
考。

三亚2个考点“吃住行购”攻略来了！

缓解心理压力 积极备战高考

高考“喊楼”是一次特殊的留念
□ 蔡炳先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5 月 31 日
下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周廉芬
主持召开市政协机关作风整顿建设
年动员部署会，会议再次重温了海南
省作风整顿建设年动员部署会精神
并学习有关文件精神。

会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自
己摆进去，按照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
干给一级看的要求，以身作则、以上率
下，尤其要把对党组织是否忠诚、政治
站位是否高、责任意识是否强、工作要
求是否严、自身作风是否正，作为作风
整顿的重要内容，真抓实干、率先垂
范、层层传导压力，增强责任意识，激
发担当精神。要统筹兼顾、整体推进，
发挥协同效应，全体动员、人人参与，
不仅要改进工作作风，还要系统改进
学风、生活作风、文风、会风以及家风。

周廉芬要求，市政协党员干部要
提高政治站位，把作风整顿建设年活
动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摒弃“二
线”意识，放下“到站”思想，增强红线
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市委要求落
到实处，树立政协机关的良好形象；
通过政协民主监督助推全市干部作
风转变、营商环境优化等任务落到实
处，助推三亚“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以优异成绩向
建党100周年献礼。

据悉，市政协机关作风整顿建设
从即日开始至今年年底结束，分为动
员部署、对照检查、整改落实和总结
验收 4 个阶段，重点整治庸、懒、散、
浮、拖等突出问题。

黄志强、蒋明清、邢孔祥、韦忠
清、陈跃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天涯
区第二届“非遗文化进校园”暨“黎族
制陶”培训班在槟榔小学开班。在黎
族原始制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胡其
梅等专业人士的指导下，30名小学生
参与为期两个学期的黎陶技艺学习，
除了学习泥条盘筑与片条贴筑等传
统的拉坯技法，还学习雕刻、镂空、素
描、绘画和上釉技艺等技法。

“我觉得制作陶艺很好玩，也很
有趣，希望这学期能学好镂空、上釉
等技艺，进一步提升陶艺制作水平，
增加对黎族文化的认识。”天涯区槟
榔小学的黄诗祺在第一届黎陶班结

业后，已能独立完成小花瓶、酒缸、小
茶壶的制作。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和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技艺于 2006 年被列入第一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2019年，天涯区将黎族制陶与黎族织
锦“非遗技艺”融入学校“第二课堂”
中开展，在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的
同时，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及爱国情
怀，并不断丰富校园课余活动内容，
让学生增长更多课外知识。接下来，
天涯区“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还将
走进红塘小学，为学生们带来黎族织
锦培训。

天涯区:

“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
走进槟榔小学

周廉芬主持召开市政协机关作风整顿建设年
动员部署会

摒弃“二线”“到站”心态
树立政协机关良好形象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5 月 31 日
是第 34 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
题是“承诺戒烟 共享无烟环境”。当
天，三亚开展系列控烟活动，向公众
传递控烟意识。

当天上午，三亚市委精神文明爱
卫办在三亚海关举行全市无烟党政
机关建设现场观摩活动，展示全市无
烟党政机关建设阶段性成果，发挥无
烟党政机关示范样板作用，促进三亚
无烟党政机关高质量建设。

在推进无烟党政机关建设过程
中，三亚海关建立健全控烟工作领导
小组，将控烟工作和创建无烟单位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召开专题工作会
议，细化本单位控烟工作方案，完善
工作机制，形成密切配合、齐抓共管
的工作合力；广泛开展控烟公益宣

传，充分调动全关干部职工参与控烟
工作的积极性，并把控烟工作纳入科
室考核内容，切实抓好控烟工作，优
化海关文明形象。今年 2月，三亚海
关跻身海南首批 39个无烟党政机关
示范单位之一。

当天，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
大楼前举行了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
活动，通过开展义诊咨询、有奖问答、
发放控烟宣传资料等形式，进一步宣
传吸烟和二手烟的危害，倡导健康的
良好生活方式。

当晚 8 时起，凤凰岛城市地标被
“控烟”主题灯光照亮，灯光组成的
“承诺戒烟 共享无烟环境”“早戒烟
早受益”“科学戒烟 健康受益”的标
语轮番投放，进一步推动控烟意识深
入人心。

第34个“世界无烟日”

三亚开展系列控烟活动

“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现场。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5月31日，
海南自由贸易港三亚崖州湾知识产权
特区迎来首单植物新品种权交易，交
易金额2200万元。据悉，首单植物新
品种梨“丹霞红”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
州果树研究所培养研发。新品种权成
功交易标志着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崖州
湾科技城率先实现成果转化。

当天，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与海南奔象梨业有限公司代表
签署《梨新品种“丹霞红”许可开发合

同》。交易双方将以“丹霞红”梨品种
权为抓手，以市场牵引为动能，构建品
种推广产业链，塑造育种家、品种运营
商、种植者、渠道商和消费者多方利益
共赢的果树产业健康新业态，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模式参考。

三亚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
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院充分利
用海南自由贸易港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知识产权特区的政策优势，积极推
动理论、技术与品种在海南就地转

化，致力于打造全球种业成果转化中
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梨新品种

“丹霞红”品种权成功交易，成果转化
实现了零的突破。

“丹霞红”可有效缓解当前梨产
业主栽品种单一，特色品种不足的问
题。此次“丹霞红”合作推广，是借鉴
国际做法，探索我国果树品种权成果
转化解决方案的新举措。崖州湾种
子实验室的育种材料交易平台为交
易过程提供了技术支持，为“丹霞红”

获得了平台提供的DNA身份信息第
三方存证服务。“丹霞红”梨品种权转
让作为国家级种业知识产权特区的
首单植物新品种权交易，将为我国果
树种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注入强
大动力，对我国打好果树种业翻身
仗、提升我国果树产业品种国产化率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副市长周俊出席交易签约仪式。

三亚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
首单植物新品种权交易签约

“丹霞红”梨品种权交易金额2200万元

时评

关注高考Sy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2021 年
普通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
考试将于 6月 7日至 10日举行，三

亚共有 5188 名考生报名参加考
试。

三亚考区在三亚市第一中学和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各设立 1 个考
点，共 174 个考场。各个考点周边
交通情况如何？酒店、餐馆等场所

的具体位置和情况怎么样？5 月
31日，三亚日报记者前往各考点打
探。

地址：位于三亚市凤凰路 184 号，凤凰路和荔枝沟路的交汇处。

饮食指南：三亚市第一中学有学生食堂。校门口对面的金鸡岭路

有各种小吃店和饭馆。如：三棵树饭店、万宁风味、重庆鸡公煲、廖记

小吃、隆信猪脚饭、谷井烧鹅、黄师傅陵水酸粉、秋少烤鸭店、百味佳

烤肉拌饭、春日祥早餐店、士林腊汁肉夹馍、港式煲仔饭等。

住宿指南：学校附近的宾馆酒店主要集中在金鸡岭路和荔枝沟路

上。丽莱假日酒店、锦江之星品尚酒店和美冠酒店离学校较近。三

亚康特王府酒店、尚品华庭度假酒店、菩提酒店、棕榈王国亲子主题

酒店、木棉酒店、椰林酒店等稍微远一些，适合学校集体组织入住。

交通指南：经过三亚市第一中学的公交车有 29 路、33 路、36 路、49

路、50 路、54 路。学校周边停车场较多。

购物指南：学校周边商店、便利店不多，购物不方便，提醒学生家

长提前做好准备。

三亚市第一中学考点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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