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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博会期间

来返琼人员须在抵琼关口
接受“落地检”采样后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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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湾 16

--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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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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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龙湾

----创意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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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16 日 16:00 至 17 日 16:00）

--

君悦子站 10 62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 -- --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西岛子站

城东小学

--

8

--

52

--

一级,优

本报讯（记者 刘佳 见习记者
陈超全）“这是《建筑施工夜间作业
时间许可登记》，已经办好了。”7月
16 日是星期六，早上 9 点半，在三
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一楼企业服务
中心，三亚合联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的报建经理周玮拿到了“新鲜出
炉”的登记证书，这也是三亚中央
商务区“5+2”预约延时服务实施首
日办理的首个行政审批事项。

“三亚中央商务区提供的延时
服务给我们企业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周玮告诉记者，为抢抓工期，
项目建设不断加快，当天项目计
划浇筑地下室底板，由于混凝土
浇筑过程不能中断，需要临时办
理 夜 间 施 工 许 可 。 虽 然 事 发 突
然，但恰巧遇上园区推行“5+2”延
时服务第一天，周玮顺利拿到了
审批许可。

据悉，三亚中央商务区推出的
“5+2”预约延时服务主要受理事项
涉及商事服务、人才服务、社保、公
积金及工程建设领域等五方面，共
80 余项业务。一改以往只能在工
作日为来访者办理业务的工作模
式，周一至周五除正常上班时间
外，12时至 15时也提供服务；周六
至周日 8 时至 11 时、15 时至 17 时
均可办理业务。

“我们工程建设领域内可办的
事项包括特殊时段施工作业许可、
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城镇污水
临时排入排水管网方案、城市道路
挖掘备案、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设立
登记项目等业务，切实解决企业错
峰办事难的痛点。”三亚中央商务
区管理局行政审批处工作人员王中
文介绍。

为避免人群扎堆无法及时受理

业务，申请人应提前 1 个工作日预
约，预约内容包括办理事项、办理
日期和具体时间、联系电话等信
息。企业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还设有
政务服务便民一体机，提供“7×
24”小时自助服务，涵盖社保、户
籍、出入境、交管等 257 项服务事
项，满足企业、群众错峰办事需求，
提高办事效率，不断优化园区营商
环境。

周末“不断档”服务“不打烊”

三亚中央商务区推出“5+2”预约延时服务

新华社北京 7月 17日电（李
国利 杨欣）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三号货
运飞船完成全部既定任务，于 7

月 17日 10时 59分撤离空间站组
合体。

2021 年 9 月 20 日，天舟三号
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

入轨，为空间站送去约 6 吨补给
物资。目前，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状态良好，后续将在地面控制下
择机再入大气层。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将择机再入大气层

关注高招Sy

海南高招国家专项计划
分数线出炉

北大738分 清华749分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7 月 16 日，海南省
考试局发布 2022 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国家专项计划平行志愿院校专业组投档分数
线，其中北京大学738分、清华大学749分。

省考试局公布的 2022 年海南省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国家专项计划平行志愿院校专业组投
档分数线显示，北京大学（01）投档线为738分、
清华大学（01）投档线为 749分、清华大学（02）
投档线为 786 分。另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1）投档线723分、复旦大学（02）732分、复旦
大学医学院（01）710分、浙江大学（01）739分、
华中师范大学（13）700 分、电子科技大学（01）
709分。

据了解，国家专项计划是由中央部门所属
高校和地方重点高校为主的本科高校承担，面
向脱贫地区定向招生。海南报考国家专项计划
的学生须同时具备三项条件：1.符合海南省
2022 年高考报名条件；2.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
在海南省脱贫地区有常住户籍连续满 3 年
（2022 年 8 月 31 日往前推算）；3.本人具有户籍
所在市（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海
南省脱贫地区包括五指山市、临高县、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
族自治县。

三亚中央商务区
项目加快建设
7 月 16 日，从高楼俯瞰迎宾路三亚

中央商务区片区，高楼林立，一派生机勃

勃的建设景象。远处正在加快建设的

186.9 米中交海南总部基地项目主楼核

心筒已完成封顶，标志着该工程建设取

得阶段性进展。

据了解，今年以来，三亚中央商务区

聚焦“4+2”产业体系，科学统筹规划项

目建设，多举措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截至今年 3 月底，园区谋划 500 万元以上

项目 88 个，总投资约 569 亿元。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6 月 29 日，吉阳区安罗村安三
村民小组股份经济合作社与海南瑞
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
订 55.06 亩土地流转合同的补充鉴
证；6月30日，吉阳区六盘村新港村
民小组股份经济合作社与宜养乐旅
游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53
亩土地流转合同的入场交易……

在吉阳区，越来越多的“农地入
市”，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一边是农村闲置土地在“沉
睡”，另一边是不少想在三亚开展
农业规模化生产的企业找不到大面
积耕地承包。这种供求矛盾制约着

农村耕地使用效率的提升。
想要破解这一矛盾和难题，就

必须规范农村集体资产流转交易行
为。吉阳区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
的搭建，极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以往有些集体土地要么撂荒，
要么以低价出租，损害了村民和村
集体利益。如今，土地合法流转不
仅可以使村民增收，还能提高土地
利用率，相信之后村集体收入会逐
年提高。”六盘村村民苏小民说。

“长期以来，农村土地产权流转
存在着交易程序不规范、土地产权
属性不明晰、村民法律意识比较薄

弱等问题。”吉阳区农村产权交易
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今年
5月 26 日，吉阳区农村产权交易服
务中心与市级服务平台构成服务体
系上线运营，并开展农村产权入场
流转交易鉴证工作。这意味着村集
体资产可以进入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公开交易，让“沉睡”多年的村集体
资产通过阳光交易而“活”起来，助
力乡村振兴。

打开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界
面，记者看到，土地信息一目了然，
包括面积、最低价格、双方项目信
息、成交价等内容。

“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不仅
能够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建
设，而且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财产
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最主要的是
在流程审批上更加规范、更加安
全、更有保障，让集体、村民、企业
三方心里都踏实。”吉阳区农业农
村局局长吴育俊说，将依托该中心
统一农村产权流转标准，打造成为
集“产权流转、技术和资本结合、投
融资服务、资产处置”等多种功能
为一体的综合性中介服务平台。

目前，吉阳区农业农村局正在
组织各村开展农村产权交易宣传动

员暨业务培训会，工作人员正对照
反馈图斑，开展“地毯式”“拉网式”
摸排，一户一户核查，一块一块核
实，对辖区内的村集体土地进行一
次“体检”和“摸底”，真正摸清撂荒

“底”，唤醒“沉睡”地。
市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陈华坚表示，吉阳区农村产
权交易服务中心打通土地初筛的业
务闭环，按照规范流转、规模流转、
高效流转“三步走”路径，积极挖掘
各村区位优势、资源优势，通过规模
化集约化经营，真正让“沉睡”的村
集体土地“流”出活力，“转”出后劲。

吉阳区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上线运营

土地流转唤醒“沉睡”的山林
见习记者 陈超全 本报记者 杨洋

海南铁路轮渡
为消博会物资运输车辆
开通快捷过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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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 实习生
桑欣冉）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加速
推进，优质的金融项目加速汇聚，
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好海南发展，纷
纷谋求加快推动与三亚的合作。7
月 15 日下午，“亚太海南自贸港
2022年三季度精品项目路演”在三
亚·亚太金融小镇举办，上百位省
内外私募资管界知名机构代表汇聚
一堂共“觅”商机，促进岛外优质私
募资金与海南中小微企业精品项目
进行投融资有效对接，实现资本与

产业的融合发展，为投资类公司走
进三亚打开一扇门。

据了解，本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项目路演+投资方提问交
流、嘉宾分享、自由互动等方式进行
交流对接，旨在发挥投融资机构能
力，帮助企业在海南落地投资发展。
活动聚焦新一代大健康、特色文旅、
海南跨境贸易、生物医药、节能环保
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共有11家企
业进行了现场路演。现场80多家投
资机构代表与路演项目代表进行深

入交流，并对项目进行了专业点评。
部分项目与投资机构达成初步合作
意向，相约后期持续跟进对接。

此外，活动现场还邀请了百亿
规模的LP“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就《自贸港基金
参股子基金申报指南及遴选办法》
进行详细讲授，以帮助更多的投资
机构更好了解海南自贸港最新的金
融投资政策，进一步促进落户海南
的股权基金融资发展。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2020年 6月正式公布后，税收优
惠、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等
一系列政策利好，助推海南私募行业
发展驶入快车道。据悉，作为海南第
一个金融创新园区，截至 2022 年 6
月30日，三亚·亚太金融小镇入驻企
业已超两千家，注册资本986亿元。

“随着自贸港政策利好不断释
放，很多投资者组团来考察，包括
北京、深圳、杭州等地的国内金融
企业纷纷表示入驻意愿，但是仍有
很多岛外投资机构对海南的最新投

资政策缺乏了解，投资标的会稍显
滞后。”三亚·亚太金融小镇创始
人、镇长张焱表示，举办项目对接
路演活动，能为企业与资本搭建更
好的畅通交流合作平台，促进项目
与资本有效及时对接，用“金融活
水”滴灌科技创新成效将更为显
著。下一步，该小镇将继续聚焦海
南的产业特色和企业需求，进一步
促进自贸港实体项目与优质资本共
聚三亚，共谋合作发展机遇，助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上百位私募行业代表云集三亚共“觅”商机

夏季高温易发“热射病”
专家解读预防和救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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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正式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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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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