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
者 鲁启兰 通讯员 王昱棋 叶青冤 1月
18日袁3辆进口劳斯莱斯库里南小客车
在海口海关所属海口港海关顺利完成
通关放行袁涉及货值 845.5万元袁共减
免税款 985.7万元遥这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野零关税冶交通工具及游艇清单落地
以来袁单票进口货值最大尧减免税款最
多的单一车型袁 也是海口港整车口岸
成立以来首次进口的顶级汽车品牌遥
据了解袁 海口港是海南唯一的汽

车整车进口口岸遥 2021年 5月袁海南
自由贸易港首辆野零关税冶进口汽车在
海口港海关通关放行袁实现零的突破遥
此后袁 包括雷克萨斯 LM300h尧 奔驰
GLE和阿斯顿马丁在内的多款野零关
税冶新车型相继通关放行遥 野随着政策
红利不断释放袁越来越多的耶零关税爷
汽车从海口港耶上岸爷将成为常态遥冶海
口港海关副关长钟丽华说遥
截至目前袁海口海关共监管野零关

税冶进口汽车 136辆袁货值 5936万元袁
减免税款 3973万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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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
者 张艺冤 1月 17日袁商报记者从海南
省旅文厅了解到袁 为推进海南省创建
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袁全面落实叶海南
省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发展规划
渊2020-2025冤曳袁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办
公厅 叶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创建验收
评估方案曳和海南省叶海南省创建国家
体育旅游示范区验收评估指标
渊2022-2025冤渊试行冤曳叶关于开展海南
省 2022年省级体育旅游示范区验收
工作的通知曳要求袁对申报市县开展省
级体育旅游示范区验收评审遥
根据综合验收考评情况袁经研究袁

拟将万宁市尧三亚市尧海口市尧陵水黎
族自治县尧 白沙黎族自治县等 5家创
建市县认定为海南省首批省级体育旅
游示范区遥

公示期为 2023年 1月 17日至 1
月 21日遥

海南首批省级体育
旅游示范区公示

5地入选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
记者 李兴民冤 为切实保障旅游业
发展用海需求袁 加强旅游用海要素
保障和服务管理袁 持续推动我省海
洋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袁 在出台相关
渔业用海保障措施的基础上袁近日袁
经省政府同意袁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尧省财政厅尧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联合印发了 叶关于加强海
洋旅游业用海要素保障和服务管理
的若干意见曳渊以下简称叶意见曳冤遥

叶意见曳共三大部分 12条用海
要素保障措施袁 结合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实际袁 从强化国土空间规划
引领和管控尧 规范旅游用海论证审
批和加强旅游用海生态保护和监管

等三个方面明确了潜水尧游艇码头尧
海水浴场尧 海上旅游经营活动等旅
游业态的用海要素保障和服务管理
政策遥
通过规划引导保障旅游业用海

空间需求遥 叶意见曳提出科学确定国
土空间规划和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
用规划功能尧布局和规模袁与旅游相
关产业规划做好衔接遥 支持在旅游
资源丰富和旅游活动集中的区域建
设海洋旅游基础配套服务设施和必
要公共设施遥 严守生态环境保护和
管理要求袁允许根据资源环境调查尧
承载力评价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
果袁 切实保障海洋旅游业及相关配
套设施的用海空间需求遥

通过规范海域使用论证审批促
进旅游业有序发展遥 叶意见曳提出潜
水用海需求大的市县可以划定潜水
区域并组织海域使用整体论证袁在
上述区域申请潜水用海时不再进
行海域使用论证袁降低企业用海成
本遥规定潜水用海根据海域资源环
境承载力合理确定海域使用权面
积袁出让年限不得超过 3年遥 明确
经营性海水浴场和游艇码头通过
市场化竞争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
并可按年度缴纳海域使用金袁非经
营性配套设施用海可按规定免缴
海域使用金遥
通过加强用海监管和生态保护

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遥 叶意见曳明确

旅游用海应最大程度避让和减少占
用自然岸线袁 确需占用的须严格落
实自然岸线占用生态补偿制度遥 规
定潜水活动对水下珊瑚资源和生态
环境资源的保护要求袁 并提出鼓励
潜水用海人在已取得海域使用权的
海域主动开展珊瑚礁生态修复或人
工培育袁形成适宜潜水的珊瑚生境遥
明确沙滩的非法用海行为袁 但允许
在不破坏自然形态和生态功能的前
提下袁 建设必要的沙滩旅游配套服
务设施袁 统筹解决好保护与发展的
关系遥要求各相关部门联合监管袁通
过各类技术手段加强对旅游活动尧
旅游用海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补偿等
监督和监管遥

海南印发意见 加强海洋旅游业用海要素保障

12条措施助推海洋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走进站点袁就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
的年味儿遥在站点内的各个角落都可以
看到春联尧贴画等装饰品袁让骑手在工
作期间也能感受满满的节日气氛遥
据了解袁为做好野跨年骑手冶留岗后

勤工作袁美团配送面向野跨年骑手冶的一
系列春节关怀活动将在近日启动袁如新
春礼包发放尧站点慰问尧年货驿站等袁各
地站点也将为野跨年骑手冶举办站点年
夜饭活动袁增加节日氛围遥当天袁万国站
便提前组织了一次团圆饭袁让站点的外
卖骑手们欢聚一堂袁感受来自站点的关
怀与温暖遥

野因为外卖站相当于骑手的第二
个家袁所以特地准备了火锅袁很适合
一家人围坐一起团团圆圆尧热热闹闹
的吃饭遥 冶美团外卖海口万国站点站
长王祥生说道遥餐桌上摆满了丰富的
火锅食材袁 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开心尧
吃得满足遥

用餐时已是下午两点多袁对此袁外
卖骑手何应娟表示袁 中午是城市用餐
高峰期袁订单数量较多袁骑手们一般都
是错峰吃饭袁已经习惯了遥何应娟是海
南澄迈人袁 她与丈夫都是万国站的外
卖骑手袁夫妻俩平日里踏实工作袁觉得
生活十分充实袁 只是遗憾没办法多陪
陪孩子遥 野孩子都比较大了袁很懂事袁体
谅我们的辛苦袁 平日里也会帮忙做家
务袁让我觉得愧疚又感动遥 冶何应娟动
容地说遥
这次过年袁何应娟夫妻俩都共同选

择了留在岗位一线袁与同事们一起在送
餐路上温暖同行袁在站点感受别样的年
味儿遥 新的一年袁何应娟的愿望朴素却

真诚袁野希望所有的外卖骑手出行都能
健健康康袁家人也可以平平安安遥 冶

同样留在海口过年的还有老家在
东北的外卖骑手王书满袁今年是他第三
次留在海口过年遥 野不能回家过年肯定
会有些低落袁 毕竟不能和家里人团聚
了袁但是这份工作需要我袁家人也挺理
解的袁希望我好好工作袁平时也会打电
话和打视频互相关心袁然后年后可能会
错峰回趟家袁年后回家一起聚也很好遥 冶
王书满说袁今年过年决定留岗袁除了春
节留岗可以多拿 5000 元左右的补贴
外袁 在海口还有不少朋友可以一起聚
聚袁站点也有团年活动袁其实挺热闹开
心的遥 提到新一年的目标袁王书满憨厚
一笑袁说出了自己的憧憬袁野希望能够早
日在海口买房袁 未来打算长住在这里袁
我很喜欢这座城市遥 冶

记者了解到袁 为响应各地复工号
召袁美团配送将在全国投入 5亿多元作
为骑手春节稳岗补贴袁保障骑手劳有所
得遥 在海口袁过年留岗的普通外卖骑手
正常情况下均可以拿到 4000~5000 元
的奖励补贴袁最高可达 7000多元遥除了
奖励补贴之外袁还有年货礼物尧团年饭
活动等等袁让骑手们能安心在海口过一
年有年味的春节遥

野干杯浴新年快乐袁万事如意浴冶万国
站内袁 骑手们举杯为彼此送上祝福袁期
盼新的一年顺顺利利袁送餐路上平平安
安遥 春节期间袁还有千千万万个骑手放
弃与家人团圆的机会袁风驰电掣地往返
于商家尧顾客之间袁保障节假日的居民
生活供给袁 他们是城市温暖的传递者袁
让外卖服务不打烊尧情意不打折遥

停不下奔跑的脚步 春节期间继续坚守送餐路

城市温暖传递者 外卖小哥“不打烊”

商报全媒体讯 1月 19日袁省委书记沈晓明尧省长冯飞在海口与中国旅游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陈寅举行工作会谈遥 双方围绕旅游产品开发尧旅游市场开拓尧离岛
免税购物等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袁一致表示将充分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袁加强对接尧深化合作袁实现互利共赢发展遥
省领导倪强参加会谈遥 渊沈伟冤

沈晓明冯飞与中国旅游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寅举行工作会谈

商报全媒体讯 1月 18日袁省委书
记沈晓明在儋州调研环新英湾地区规
划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袁 强调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儋州洋浦一体
化的殷切期望袁进一步增强光荣感尧使
命感尧责任感尧紧迫感袁以更加团结的
决战姿态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袁加
快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的壮丽事业遥
沈晓明先后调研了白马井镇新马

社区党建工作以及大庄园中央厨房精
深加工及国际冷链物流平台项目尧洋

浦申能电气风电新能源装备产业项
目尧中石化海南炼化 100万吨/年乙烯
及炼油改扩建项目袁 并座谈听取了环
新英湾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儋州
洋浦一体化进展等情况汇报遥

沈晓明充分肯定了儋州洋浦一
体化一年多来的成效遥 他强调袁持续
开放的洋浦需要更有深度的发展腹
地袁幅员辽阔的儋州需要更加开放的
发展动能袁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是珠
联璧合袁也势在必行遥 全省各级各有

关方面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野儋
州因洋浦而更加开放袁洋浦因儋州而
更有深度冶的重要指示精神袁加快推
动儋州洋浦一体化从 野物理结合冶向
野化学聚合冶转变袁实现爆发式发展袁
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和厚爱遥
要围绕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袁突出
产城融合和自然尧生态尧文化等元素袁
一张蓝图绘到底袁高标准高水平编制
环新英湾地区各类规划袁为高标准高
水平推进环新英湾地区开发建设奠

定基础遥 要理顺工作机制袁建立扁平
高效的管理模式尧推进有力的协调机
制和健全有效的投融资机制袁形成推
动发展的强大合力遥要抓住全球产业
链创新链价值链重构的契机袁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袁加强项目谋划尧实施和
服务袁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袁
引进一批行业头部企业袁落地一批标
志性产业项目遥 要不断增进民生福
祉袁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袁加快安居房
建设袁超前布局社会事业袁提供更多

更好的工作岗位袁让老百姓更有获得
感遥 要加强干部作风能力建设袁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袁引进野四方之才冶参与
儋州洋浦一体化宏伟事业遥省直有关
部门要树立大局意识袁算大账尧算长
远账袁及时研究解决问题袁想方设法
给予支持袁以环新英湾地区的快速发
展推动儋州洋浦一体化早出成效尧快
出成效尧出好成效遥
省领导巴特尔尧倪强参加调研遥

渊沈伟冤

沈晓明在儋州调研环新英湾地区规划建设工作时强调

以更加团结的决战姿态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
加快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的壮丽事业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鲁启兰 牛志
远 杨燕 摄影报道冤 春节临近袁不少人已经停岗停工踏
上回家的归途遥 但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袁外卖骑手们仍然
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袁 春节期间袁 继续坚守在送餐路
上袁将一份份带着温暖与祝福的美味送到人们手上遥 1
月 19日当天袁在美团外卖海口市万国站袁一场属于外
卖小哥的野小团圆冶正在进行中遥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
来到此处袁一起来了解这些外卖小哥的坚守故事遥

减免税款近千万
海南自贸港首批野零关税冶
进口劳斯莱斯通关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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