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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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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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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4创意新城

--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5 日 16:00 至 6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12 78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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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媒看海南
6 月 6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

条刊发题为《海南构建全面开放新
格局》的报道，全文如下：

前不久，在海南海口举行的首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约70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1500 家企业携
2600多个品牌参展，各类采购商和
专业观众数量超 3 万人，进场观众
超24万人次；

今年“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
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9.93 亿元，
购物人次 12.1 万人次，购物件数
134.5 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248%、
141%和229%。

……

一组组亮眼的数字彰显着海南
的经济活力。

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说：“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
重大国家战略，对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公布一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融入新发展
格局，全面推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顺利开局、蓬勃展开。

5 月 18 日，海口美兰临空经济
区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一期项目重
点建筑建设正式启动，海口市空港
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郑伟介绍，通用电气与海南省

政府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未来5年将在航空、医疗、清洁能源
以及数字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吸引
我们的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深
化改革和试验最高水平开放政策
的优势，这里充满了新机遇。”通用
电气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向伟
明说。

去年，海南实际使用外资已连
续 3 年翻番增长。今年一季度，海
南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又 同 比 增 长
433%。“全球的投资者、生产者和
销售者，都想来这里共享中国发
展的机遇与红利。”海南省国际经
济发展局局长韩圣健说。

3月 31日，海口江东新区1.5级
企业港项目（一期）顺利完工。面
积3.2万平方米的工程，从开工到完
工，仅用不到百天。这个海南最晚

成立的新园区，交出了亮眼的成绩
单：在海南率先实现全面取消施工
图审查、工程领域 14 个事项“秒
批”、9项“区域评估代单项评估”等
改革举措；推出取消水土保持补偿
费缴纳、多评合一、简化公示和专
家评审程序、取消招采代理等改革
举措，工程审批时限压缩80%。

用制度集成创新，构造一流营
商服务环境。4月 10日，海南自贸
港发布第十二批制度创新案例，江
东新区推出的行政审批“不找人”

“不见面”“零接触”即审即批位列
其中。率先推行商事登记“全省通
办”，实现企业设立、公积金和社保
登记、刻章和税务发票申领等事项

“一站式”办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
至2天，申请材料和时间压减75%；
海南鼓励类产业企业享受15%的企

业所得税，高端人才享受最高 15%
的个人所得税……截至目前，海南
已发布 12批 116 项制度创新案例，
其中多项向全国推广。

随着海南自贸港一项项政策落
地，众多企业加速向海南集聚：作
为第一个进入海南零售市场的外资
连锁便利店品牌，罗森自去年10月
首店开业，如今已开设 30 多家门
店；玻尿酸原料供应商华熙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口高新区布局
项目……

今年一季度，海南新增企业 3.3
万户，同比增长 102.36%，固定资产
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
别增长20.3%和 61.6%，经济在恢复
性增长中实现“开门红”。

（《人民日报》2021年 6月 6日
1版，记者 赵鹏 曹文轩）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聚焦海南

海南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成就宣传Sy

本报讯（记者 刘佳）记者从市住
建局获悉，《三亚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
年）》（以下简称《方案》）于近日印
发。《方案》梳理了9个方面47项任务
清单，以“一年补短板、两年抓提升、三
年见成效”为目标，以“全体系提升、全
方位覆盖、全社会参与”为工作原则，
探索建立具有三亚特色的城乡差异化
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在加强全市覆盖推进方面，《方
案》要求各区（育才生态区）属地内

所有的住宅小区，将按照《海南省垃
圾分类收集屋（亭）配置指南》的设置
标准，合理配置生活垃圾分类定时投
放点位和误时投放点位，计划每个分
类投放点位设督导员1至2名，定时
投放时间为早7-9点，晚7-9点。

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对于人口密集、交通便利
的农村地区，建立与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系统衔接协同的生活垃圾
分类体系；对居住分散、交通不便
的农村地区，采用“自行投放+上门

收集”“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模式，
同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在规范分类收运方面，《方案》
提出要提升机械化作业水平和分类
收运能力，规划、建设并升级改造辖
区内的垃圾分类屋、转运站等分类
设施，探索建立“不分类、不收运”的
倒逼机制，推行“桶车同色、标志明
显”的分类运输，落实“专桶专运、专
车专运、专线专运”，合理规划路线，
增加运输频次，确保及时清运。

《方案》还在完善制度体系、实

施源头减量、提升投放水平、加快
设施建设、推进资源化利用、发动
社会参与和强化管理监督等方面列
出了具体工作任务。

《方案》明确，今年要实现居民
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 98%以
上。2022年要实现全域生活垃圾分
类设施全覆盖，城区“五定”（定投放
点、定投放时间、定督导员、定责任
单位、定转运单位）达标率100%，全
市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点撤桶并点工
作完成90%。到2023年，全面完成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点撤桶并点工作
和本区域内生活垃圾转运站升级改
造建设任务，形成具有三亚特色的
农村差异化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加
快推进再生资源回收系统与环卫收
运系统“两网融合”，确保生活垃圾
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实现生
活垃圾源头减量科学化、分类投放
精准化、分类收运规范化、分类处置
多元化、分类覆盖全域化。

《三亚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年）》印发

2022年实现全域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全覆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深刻指出，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
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
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强
调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
成就，是我们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最坚实的基础。总书记的
话语，掷地有声、坚定豪迈，深
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与百年求索、百年奋斗的内在
关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
正确道路前进的坚毅和执着。

百年历程，许多人和事仍
然历历在目，许多呐喊和高歌
犹在耳旁。走过风霜雪雨，创
造人间奇迹，我们有义务用胜
利告慰先烈：社会主义没有辜
负中国！我们有责任让历史
告诉未来：社会主义不会辜负
中国！

宣言：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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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高考，愿考生们考的都会！

三亚市第一中学门口，高三女学生面对镜头打出“加油”的手势。对于高考，她们表示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3版

高考服务
“码上办事”平台
高考服务专区上线

一键可查高考成绩

防疫措施
考生入场测温

高于37.3℃怎么办？
市教育局考试中心
发布细则做好防疫

记者探营
考场布置就绪
考生心态平稳

天气状况
高考期间

三亚或有雷阵雨

6月13日至19日

我省分时段
暂停社保医保业务服务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 卢智子）6月 6日，海

南省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联合发布公告，6月 13日至 19日，海南将分时

段暂停社保、医保业务服务。

据了解，为更好地服务全省参保人及提升

医疗保障信息化水平，经省政府同意，2021年 6

月 19日全省上线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相关

事项如下：

三亚率先在全省建立起村（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

制度“风向标”激励基层干部敢为能为善为 4版

●6月13日18时至24时
全省暂停社保业务服务。

●6月14日1时
全省社保业务恢复正常办理。

●6月13日18时至6月19日8时
全省暂停医保业务服务（门诊慢性病患者

需提前或延后取药）。

●6月19日8时
医保信息平台正式上线，业务恢复正常办理。

●6月12日18时至6月19日8时
全 省 暂 停 受 理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费征收业务（参保人需提前或延后缴费）。

●6月19日8时
恢复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收

业务。

外交部
率驻华国际组织代表团
来三亚开展调研

本报讯（记者 林林）6月 5日至 6日，应海
南省邀请，外交部组织和安排驻华国际组织代
表先后赴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三亚水稻国
家公园、三亚国际免税城、崖州湾科技城等地
调研，实地了解三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
技术产业和现代种业创新发展情况。外交部
副部长马朝旭参加调研。

据悉，此次访琼的驻华国际组织代表来自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移
民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新
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际竹藤
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亚太空间合作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等。

代表们在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展厅详细
了解园区发展规划、启动区设计理念、产业布局、
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情况，感受南海之滨澎湃
兴起的自贸港建设热潮；在三亚水稻国家公园参
观“南繁水稻科普文化长廊”，近距离感受“一位
老人，一粒种子，成就了一段用一生践行初心与
使命”的传奇；走进三亚国际免税城，切身体会海
南免税购物的火热魅力；在崖州湾科技城规划展
示中心了解科技城的发展历程、建设规划及入驻
企业等情况，感受自贸港建设加速度。

代表们盛赞近年来三亚发展的速度、高度
和温度，认为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广阔，大有
可为，并希望以此次调研考察为契机，进一步
拓展合作空间，创新合作模式，不断推动更多
合作项目在琼落地，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助力
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