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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了解更多详情

本报讯（记 者
刘盈盈 通讯员 张
海哲 陈俊锐）三亚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 队（简 称“ 三 亚
交 警 ”）于 8 月 12
日起，在全市范围
内先期启动电动两
轮摩托车、电动两
轮轻便摩托车注册
登记工作。

消 息 一 出 ，立
马引起广大市民网
友讨论和关注。什
么样的车辆可以注
册登记？如何预约
注册登记？没有居
住证怎么办？对此，
记者进行了采访了
解，可扫描上方二维
码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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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11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0
日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
青年代表回信，对他们积极到中国各
地走访、深化对华了解表示赞赏，鼓
励他们加强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习近平在信中说，你们都在中国
学习、工作、生活，这次有机会到各
地深入走访，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
和了解，我感到很高兴。

习近平指出，正如你们在来信中
谈到的，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

汗水，在中华大地上建设富饶美丽的家
园，创造多姿多彩的文化，实现了梦寐
以求的小康生活。要幸福就要奋
斗。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想
发展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立足国情、
走自己的路。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
化新道路越走越宽广，将更好发展自
身、造福世界。

习近平表示，青春总是同梦想相
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奋斗历
程，但我们的初心和梦想历久弥
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在新征程
上，我们将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为促
进人类发展进步而不懈奋斗。我们
欢迎更多国际青年来华交流，希望
中外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
收获友谊、共同成长，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是由中
方智库机构发起的中外青年交流机
制。近日，来自28个国家的36位项目
外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写信，祝贺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讲述了他们在中
国各地走访的体会感悟，表示希望发
挥桥梁作用，更好促进中外交流对话。

习近平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
外籍青年代表回信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8月 11日，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先后到三
亚海事局、三亚海关等中央驻市单位
走访调研。他希望中央驻市单位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
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充
分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切实履行好
中央赋予的职能职责，主动把本职工
作放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中思考谋
划、推进实施，为三亚加快打造海南自
贸港标杆城市贡献更大力量。

走访调研中，周红波详细了解三亚
海事局、三亚海关等驻市单位制度集成
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监管效能等
工作开展情况，对各单位取得的成效予

以充分肯定，并分别与各单位班子成员
座谈，听取对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意见
建议，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

周红波对中央驻市单位长期以来
对三亚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
感谢。他说，海南自贸港建设特别是
离岛免税、邮轮游艇等产业的蓬勃发
展，离不开三亚海事局、三亚海关等驻
市各单位的大力支持。希望三亚海事
局进一步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
新，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制度创新
研究，促进和规范游艇经济健康发展；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严守水
上安全和船舶污染底线，推动海上游
乐新业态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应急

机制，提高海上搜救能力，筑牢海上应
急防线。希望三亚海关以制度集成创
新为抓手，加快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
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严格落实各项口
岸防疫措施，精准做好进口高风险商
品检测和预防性消毒等工作，筑牢“外
防输入”防线；持续提升监管水平，坚
决打击离岛免税“套代购”走私；在隔
检中心项目建设、种质资源进出口政
策创新等方面给予专业指导和全流程
的帮助，助推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
进中转基地建设。三亚市委、市政府
将一如既往为中央驻市单位开展工作
创造良好条件、做好服务保障。

市领导尚林、谭萍参加。

周红波走访调研中央驻市单位

发挥职能优势 服务发展大局
助推三亚加快打造海南自贸港标杆城市

今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关键之年，也是开展三亚市美丽乡
村建设管理提升三年行动的第一
年。面对美丽乡村项目建设存在资
金缺口的客观困难，市财政局勇于
担当、积极主动作为，多举措筹集资
金全力保障美丽乡村建设。

2016-2019 年，全市共有 63 个
村纳入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基本
建成 38 个、在建 13 个，概算总投资
32.76 亿元。为保障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顺利实施，市财政局积极发挥
财政监督管理职能，总结梳理项目
建设中存在的项目谋划推进不科
学、征地补偿不合理、成本控制不精
细、建设成效不显著和产业配套有
缺失等突出问题，建议重点推进并
保障2019年及以前年度开工的美丽
乡村建设项目，确保做一个成一个，
有效解决了短时间内出现集中上项
目铺摊子、资金缺口激增的问题。

为发挥财政资金引领撬动作用
并提高各区政府成本控制意识，市
财政局采用以奖代补与竞争性评选

相结合的方式。市财政从以往的大
包大揽予以兜底，转为安排专项奖
补资金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方
式。每年9月-10月，由市财政部门
会同市农业农村局，邀请相关专家
对已建成或在建的美丽乡村建设项
目进行考评，根据考评结果提出奖
补资金分配方案报市政府审定。对
考评不合格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不
予拨付奖补资金，并限期整改，整改
合格后再按规定参加下一年度的考
评。同时，采取竞争性评选的办法
择优选定 10 个示范村（含不少于 2
个连队），计划用 2至 3年时间集中
资源开展美丽乡村提质升级，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乡村振兴三亚样板。

“这样一来，可以倒逼项目业主单位
加强项目管理及成本控制、调整建
设模式，提高村民主动改造的积极
性，让财政资金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市财政局经济建设科科长王旭
表示。

此外，市财政局还按照“渠道不
乱、权限不变、优势互补”的原则，统

筹整合中央、省级资金及市级各部
门涉农相关资金，将农村文体设施
建设资金、社保涉农资金、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等进行整合，集
中财力打造三亚美丽乡村示范村建
设精品。

“目前，崖州区抱古村、赤草村、
梅联社区已率先探索美丽乡村建设
PPP模式，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美
丽乡村建设。”王旭说，通过这一模
式创新，可以使财政资金从“主导”
转变为“引导”，优化项目风险分担，
解决乡村规划、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与产业发展脱钩以及建管分离、重
建轻管、建后弃管等问题。

截至目前，市财政局已筹措整
合美丽乡村项目结余资金 22813.61
万元。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
有效降低美丽乡村项目建设成本、
节省财政资金、进一步提高资金使
用的精准性、有效性，为美丽乡村项
目建设顺利实施提供资金保障。市
作风整顿建设领导小组对市财政局
主动作为、敢于担当予以通报表扬。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
实施纲要（2021－2025年）》

市财政局多举措筹集资金保障美丽乡村项目建设

定点定向发力
打造乡村振兴三亚样板

本报记者 刘佳

游客在位于博后村的亚龙湾国际玫瑰谷赏花游玩。（资料图片）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一）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地址：吉阳
区海润路诚越新能源汽车产业
园 3 号馆

（二）永诚机动车登记服务
站，地址：吉阳区迎宾路 466-8 号永成
机动车检测中心

（三）二手车市场机动车登记服务
站，地址：吉阳区荔枝沟路 271 号

（四）东风本田泊虎机动车登记服
务站，地址：三亚市榆亚路 311 号

（五）一汽大众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地址：吉阳区吉阳大道 68 号

各注册登记服务站服务时间为周
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 下午 13：
00—17:00

后续将有更多注册登记服务点开
通，详情请持续关注三亚日报、三亚日
报公众号、三亚广播电视台公众号及三
亚交警公众号发布的信息。

如果注册登记材料不齐，可拨打注
册 登 记 工 作 咨 询 电 话 88869015、
88869006 咨询,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9:
00-17:00。

@三亚人

电动两轮摩托车
注册登记流程和所需材料公布了

属于电动两轮摩托车、电动两轮
轻便摩托车的，购车时随车配备《机
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并出具机动
车统一销售发票。电动两轮摩托车、
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是指符合《电动
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
条件》（GB/T 24158-2018）并获得工
信部等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批
准生产和销售，车辆型号在《道路机
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可查
询到的机动车。目前尚未开始实施
电动两轮自行车登记注册。

如何预约注册登记

为避免排队等候，办理注册
登记前请关注“三亚交警”微信
公众号进行网上预约电动两轮
普通摩托车业务，取得预约号后
携带注册登记资料，并将车开到
现场办理。办理注册登记前请
大家仔细查看《合格证》注明的
车辆类型。

1.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非三
亚户籍人员的还需提供居住证原件）

2.机动车的来历证明原件
3.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

证（已联网核查的无需提交）
4.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第三联原件（已联网核查的无需提交）
5.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证明原件。其

中，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上签注已纳税信息的，收存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原件（已联网核查的
无需提交）；属于按照《车船税法》规定予
以免征车船税的，无需提交车船税纳税或
者免税证明；

6.《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原件
7.属于进口机动车的出具《进口货物

证明书》原件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

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的原件或者
复印件

注册登记所需材料

注册登记时间地点

本报海口 8 月 11 日电 8 月 11
日，海南省政府与中国船舶集团举行
云签约活动。省委书记沈晓明、省长
冯飞，中国船舶集团董事长雷凡培、总
经理杨金成出席。

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在重大科技专项、新型海洋装备、绿色
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国家
深远海科研试验保障基地、海洋装备
维修保障基地、海南清洁能源保障基
地和海南省深海技术实验室建设，构
建海南邮轮游艇产业生态体系，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深海养殖产业化，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共享海南自由贸
易港发展机遇与成果。

省领导孙大海、周红波、王路参加
活动。

（沈 伟）

省政府与中国船舶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沈晓明冯飞雷凡培出席

关注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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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竞争性评选的办法择优选定 10个示范村（含不少于 2个连队），计划用 2至 3年时间
集中资源开展美丽乡村提质升级，打造宜居宜业宜游乡村振兴三亚样板

什么车可以注册登记1 2

3

4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Sy

市财政局已筹措整合美丽乡村项目结余资金22813.61万元。截至目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