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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扩大）会议强调

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
争当促进共同富裕优等生
冯飞李军出席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9月14日讯 9月14日，省委书记、省委财
经委员会主任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财经
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促进共同
富裕、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等工作。
省长、省委财经委副主任冯飞，省委
副书记、省委财经委副主任李军，省委财
经委委员出席会议。
沈晓明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

产党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
容，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目
标。各级各方面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正确把握做大蛋糕与分好蛋
糕、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全局与局部、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与保护、需要
与可能、经济增长与风险防范、急不得与

慢不得等关系，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争当优等生。要
彰显海南特色，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政
策优势，加强制度集成创新，推进三次分
配，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
会；想方设法把产业发展、企业聚集转化
为高质量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群众收入
水平，共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红利；完
善住房保障体系，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
活，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大力弘扬勤劳

致富文化，加强典型案例宣传，激励人民
群众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沈晓明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
险，维护经济金融稳定 ，事 关 海 南 自 由
贸易港建设全局。要落实地方党政同
责 ，压 实 主 体责任和监管责任，把防范
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作为重中之重，坚决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加
快发展现代金融业，推动海南经济高质
量发展。
（沈伟）

海南最大吨位行政执法船下水
将彻底解决海事现场执法“到不了”的问题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9 月 14 日讯（记者 王小畅 通讯员 何志
成 吕东星 文/图）9 月 14 日，海南海事局、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联合在广州
长洲岛举行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 03”轮
下水暨命名仪式。
“海巡 03”出坞下水后再经过近 6 个
月的安装调试，将于 2022 年 3 月前后列
编海南海事局，成为海南自贸港最大吨
位行政执法船艇，结束海南海事局无法
独立完成辖区海域巡航执法任务的窘迫
局面，更好地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水
上交通安全保障。
“海巡 03”轮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 O 一研究所设计，集海事巡航和
救助于一体，具备深远海巡航救助指挥
能力，将是海南自贸港海上重要的巡航
执法、应急协调指挥、海上防污染指挥动
态执法平台。
“海巡 03”轮的建造是交通运输部支
持海南自贸港发展，全面推进海南自贸
港海事特区建设的一项具体举措，该船
列编后，将进一步提升海南自贸港海上
交通动态管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完善海
事海上执法力量布局，保障海南海事辖
区海上运输安全畅通，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同时，
“海巡 03”轮具备全球巡航救援

下水仪式现场 。
（通讯员供图）
功能，将成为我国海上交通应急事件处
置和沟通合作的重要平台，增强海事深
远海服务保障能力，助力“陆海空天”一
体化水上交通安全保障设施装备体系建
设，促进我国海上交通治理能力和水平
整体提升，为交通强国、海洋强国建设作
出新的贡献。
“海巡 03”轮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开
工建设，从设计、建造、管理等各方面引
入了精细化管理理念，目前主船体完成

建造，动力、电力等主要系统设备安装到
位。
“海巡 03”轮按满足 12 级风，9 级海况
下跨海区安全巡航标准设计建造，可搭
载多型直升机并配合其加油、救生和搜
寻等作业。船舶总长 128.6 米，型宽 16
米、型深 7.9 米，设计吃水 5.5 米，设计排
水量 5560 吨，设计航速不低于 20 节，续
航力在经济航速 16 节下不低于 10000 海
里，自持力不少于 60 天，定员 40 人，可载
获救人员 200 人。

“海巡 03”轮将建设海上数据中心和
综合指挥大厅，
配备光电跟踪、雷达遥测、
岸基信息加载等综合监测系统和海上数
据中心、多链路融合通信等综合指挥信息
系统，
具有较强的动态感知、监测预警、信
息收集处理和传输、综合指挥、海事监管、
夜间搜寻救助等能力。
“海巡 03”
轮还将配
备深远海人员救助、海空立体指挥、消防
和溢油处置等综合应急系统，成为融海
上交通组织和应急救助协调为一体的移
动指挥平台。
“海巡 03”轮列编后将成为海南海事
局最大最先进的海事执法船艇。海南海
事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 海巡 03”轮
顺利下水列编后，将成为助力交通强国
建设的海事重器、服务构建一流海事的
监管利器、打造海南自贸港海事特区的
深蓝锐器，全面提升海南海事监管装备
水平，彻底解决
海事现场执法“到
不了 ”的问题，真
正实现辖区海事
监管能力的全覆
盖，为海南自贸港
海上交通安全提
扫码看
供更加高效务实
“海巡 03”轮下水
的保障。

我省加快推进环岛旅游公路建设

琼海嘉积至海口、文昌至美兰机场

已累计完成投资30.07亿元

海汽两条定制客运线路今开通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
报9月14日讯（记者 王小畅）近日，环岛
旅游公路建设推进会在海口召开。截
至目前，环岛旅游公路项目已完成路基
清 表 373.38 公 里 ，已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30.07亿元。
会上，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汇报了环岛旅游公路建设进展情况，
施工单位代表作了表态发言，海南省交
通运输厅督查组汇报了近期对项目开
展综合督查情况，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
工作专班公路建设小组成员单位海南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生态环境
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水务厅、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9 月 14 日讯（记者 王小畅）14 日，记者
从海汽集团获悉，琼海嘉积至海口、文昌
至美兰机场两条定制客运线路将于 15
日正式开通。
据了解，为适应客运市场发展趋势，
海汽集团率先在全省启用定制客运服务
模式，先期投放 10 辆 7 座大通 EUNIQ5
纯电动高端商务客车，首批开通了琼海
嘉积至海口、文昌至美兰机场两条定制
客运线路，并在海口市区的明珠广场、钟
楼、海甸岛以及琼海、文昌城区人流密集
的地方分别设有 36 个延伸服务点。
乘客可通过“海汽 e 行”公众号上选

海南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结合本部门
职责任务，就如何抓好环岛旅游公路建
设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
要求工作专班公路建设小组成员单位
要按照职责分工，结合“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进一步加大协
调推进力度，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
外部环境。
截至目前，环岛旅游公路项目已完
成路基清表373.38公里，完成路基土石
方65.35万方，桥梁开工10座，涵洞开工
66道，完成形象产值3.31亿元。征地拆
迁 实 际 完 成 373.38 公 里 ，占 比 为
72.98%。已累计完成投资30.07亿元。

择“定制客运”进行网络下单购票，购票
成功后，乘客即可在约定时间到最近的
服务点乘车体验定制客运班车服务。
文昌至美兰机场定制客运班线运行
时间为早上 7 点 30 至 18 点 50 分，票价
30 元/人起，琼海嘉积至海口定制客运
班线运行时间为早上 6 点 30 至 22 点，票
价 50 元/人起，以上开业首月均优惠 10
月，关注“海汽 e 行”公众号即送 5 折优
惠券。
海汽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海
汽还将以海口、三亚以及两个机场为中
心陆续开通更多的定制客运线路，争取
做到覆盖全省各市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