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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王茹冤 8月 8日袁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从海口市林业局获悉袁
在国家林草局组织开展的野保护森
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先进集体尧先
进个人尧优秀组织奖冶评选表彰活
动中袁海口市林业局荣获野保护森
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先进集体冶称
号遥 这也是海口继获评全球首批
野国际湿地城市冶尧首届野生态中国
湿地保护示范奖冶尧 第八届 SEE生
态奖后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获得的
又一次肯定遥 此外袁海南省东寨港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科长
钟才荣荣获野先进个人冶称号遥

近年来袁海口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袁特别是在湿地保护修
复方面亮点频出尧成绩显著院在全
国率先编制及实施叶海口市湿地保
护修复总体规划渊2017-2025年冤曳
等文件袁为湿地保护修复工作提供
保障机制曰组建了以中国科学院院
士为主任委员的湿地保护专家委
员会袁为海口湿地保护修复提供技
术支撑曰以野湿地+冶治理模式袁创新
湿地保护修复方式噎噎海口叶湿地
保护管理三级网络体系曳案例也成
为中国渊海南冤自由贸易试验区发
布的第四批野制度创新案例冶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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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吴英艳冤 野您好袁您所在公
司 100万元港币资本金已经顺利结
汇并转账支付完毕冶遥 8月 7日袁随
着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柜员蔡军的
话音落下袁中国渊海南冤自由贸易试
验区外汇创新政策下首笔资本项目
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顺利落
地袁 我省某文化传媒公司作为首批
体验新政的区内企业袁 切实感受到
了政策创新所带来的高效便捷的
野自贸速度冶遥

7月 25日袁国家外汇管理局海

南省分局印发了 叶关于在中国 渊海
南冤 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外汇创新
业务的通知曳(琼汇发也2019页12号)袁
围绕简政放权尧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尧
总部经济发展尧 离岸金融服务四个
方面允许在区内开展多项外汇创新
业务袁 其中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
面允许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试点实
施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业
务遥 企业在办理资本项目外汇收入
用于境内支付时袁 无需像以前一样
需要事前逐笔向银行提交审核真实
性证明材料袁 而是可以凭支付命令

函直接在银行办理袁 大大提高了业
务办理效率以及企业资金使用的便
利性遥
新政策发布后袁 中国银行海南

省分行积极发挥自贸业务创新领军
作用袁 立即组织学习并积极协助监
管部门向我省企业宣传推广遥 在得
知该企业有外汇资本金汇入及使用
需求时袁 第一时间向企业推介了便
利化新政袁 在审核企业资质确定符
合试点条件后袁 全程悉心指导企业
如何办理资本金项目登记尧 账户开
立尧资金结汇使用袁高效便捷的服务

让企业强烈感受到了中行外汇服务
的专业性遥
中国银行作为国际化大行在海

南自贸区 渊港冤 建设中不断探索创
新袁 今年以来已实现了海南 FT账
户首发以及全国首单沪琼自由贸易
账户联动尧全省首笔国际贸易野单一
窗口冶金融业务尧全省首笔国际投资
野单一窗口冶业务等多项创新业务的
突破遥 这次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
便利化业务的首发再次体现了中国
银行积极服务监管政策创新尧 支持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专业精神遥

我省认定17个
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

02时政/要闻 2019. 8. 9 星期五 责编/李明明 美编 /王琴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省委宣
传部尧省文体厅尧省记协自即日
起袁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
件线索举报遥 我们郑重承诺院严
守保密规定袁对重要线索一查到
底袁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遥
举报电话院
12318渊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冤
66810531渊省记协冤
举报邮箱院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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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陈王凤冤 为加快推动我省
里程费改革和 ETC (电子不停车收
费系统)发行推广工作袁深化交通行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 提高路网通
行效率袁 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和高
质量发展袁 省政府办公厅 8月 1日

下发 叶关于成立海南省深化收费公
路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曳袁
决定成立海南省深化收费公路制度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袁 省政府副省长
王路任小组组长遥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尧国务院和省委尧省政府决策

部署袁 统筹推进全省里程费改革和
ETC发行推广工作遥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袁 办公室

主任由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刘保锋
担任遥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院贯
彻落实领导小组各项决策部署袁协
调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开展工作曰

汇总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并向领导小
组报告袁及时通报信息曰解释里程费
改革和 ETC发行推广工作的各项政
策袁落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遥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不刻制印
章袁不对外正式行文袁里程费改革工
作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遥

海南成立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加快推动里程费改革和ETC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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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王凤冤 近日袁省政府办公厅发
布叶关于公布 2019年海南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名单的通知曳渊以下简称 叶通
知曳冤袁 认定海口金绿果热带水果产业
园等 17个农业产业园为海南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遥

叶通知曳要求袁各市县政府尧各有关
部门要高度重视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创建工作袁科学规划尧精心组织袁在用
地尧财政尧金融尧保险等方面加大对产
业园的支持袁 为产业园建设提供良好
的政策环境袁 打造一批乡村产业振兴
样板区遥

叶通知曳指出袁希望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进一步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
业袁在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尧促进农
业转型升级和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充
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遥

我省商业银行积极服务监管政策创新

“自贸速度”来了！外汇支付更便利

德行天下公益讲堂
8月24日海口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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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明锋冤 8 月 8 日晚袁野德行天
下窑幸福中华冶 公益大讲堂暨 2019海
南国学高峰论坛推介会在海口举行遥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袁北
京德行天下公益基金会携手海南省国
学教育协会袁 将于 8月 24日要25日
在海南大学思源学堂开展野德行天下窑
幸福中华冶公益大讲堂暨 2019海南国
学高峰论坛活动遥
据了解袁 活动将邀请各界专家在

多领域就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等问题
展开讨论袁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切
口袁 助力我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遥
据介绍袁 德行天下公益大讲堂与

海南国学高峰论坛强强联合袁 不仅为
海南引入高规格尧高水平的论坛袁也将
海南国学教育的经验推向全国袁 树立
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野海
南品牌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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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生态文明建设再获国家林草局表彰

湿地如画城中绘 湖上鹭鸟舞翩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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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王凤冤 8月 8日袁 省长沈晓明
以不打招呼尧 突击检查的形式赴万宁
市日月湾综合旅游度假区人工岛项
目袁 实地检查上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组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遥

万宁日月岛项目是中央环保督
查反馈问题重点整改项目之一遥沈晓

明先后来到日岛尧月岛查看项目整改
进展袁详细了解海洋环境评估尧岸滩
整治修复尧违法违规问题调查处理等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遥 海南已责令日
岛尧月岛项目用海范围内违法违规建
设项目停止建设袁对相关违法违规问
题进行了调查处理袁正在开展岸滩整
治修复工作遥

沈晓明肯定了前一阶段整改工
作袁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遥 他强调袁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
紧扣中央环保督察组和国家海洋督察
组反馈意见要求袁严格按照叶海南省贯
彻落实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方案曳袁 明确整改目标尧
措施和时限袁 扎实推进万宁日月岛项

目整改工作遥 要充分调动政府和项目
业主的积极性袁项目业主要提早参与尧
配合整改工作袁 确保尽快完成整改任
务遥 要积极主动接受正在海南开展督
察的中央环保督察组的指导袁 切实抓
好问题整改落实袁 着力解决突出环境
问题袁保护好海南的绿水青山尧碧海蓝
天遥要聘请权威机构开展环境评估袁尽

快完成围填海工程海洋环境影响后评
价尧岸滩整治修复等报告编制袁对周边
区域受损的海洋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
进行修复遥检查中袁沈晓明还对日岛和
月岛建筑风貌的管控尧 业态的丰富优
化以及青皮林保护等具体事项提出了
意见遥
倪强参加调研遥

沈晓明在万宁调研时要求

紧扣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要求抓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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