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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餐饮商贸企业有补贴
海口市春节正常营业的最高奖励 6 万元，明起可以申报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3 月 17 日讯（记者 王子遥）春节前，海口
推出
“春暖行动”
，通过发布多项暖心举措
让省外务工人员就地在海口过好年。17
日，海口市商务局发布《海口市规模以上
的餐饮及商贸企业春节营业补贴实施方
案》，将对海口市规模以上的餐饮及商贸
企业春节营业进行补贴，企业申报时间为
3 月 19 日至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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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口市规模以上的餐饮及商贸
企业春节营业补贴实施方案方案》，补助
的对象为海口市春节期间 （2 月 11 日至 2
月 18 日） 正常经营规模以上餐饮及商贸
企业，具体包括住宿餐饮、不含批发
业、零售业中的汽车、摩托车、零配件
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具体补助标准
为：门店经营面积 600 平方米以下的，
一次性给予每家企业 3 万元奖励。门店

经营面积 600 平方米以上的，一次性给
予每家企业 6 万元奖励。
方案显示，申领补贴的企业需为规模
以上餐饮及商贸企业，且列入政府统计部
门名录（以统计局提供为主），即定期向统
计局上报相关统计报表的企业及个体工
商户。在 2021 年 2 月 11 日至 2 月 18 日
期间企业必须每天开门营业，并提供该期
间内每日经营流水证明；
具体门店经营面

积方面，餐饮企业定期以向统计局上报的
年末餐饮营业面积为准（以统计局提供为
主），主要指餐饮企业对外提供餐饮服务
的就餐面积和从事食品加工、烹饪、调制
的厨房面积，不包括办公用房 和仓库等
面积；
商贸企业同样以定期向统计局上报
的年末零售营业面积为准（以统计局提供
为主），指用于零售连锁经营的营业面积，
不包括其办公用房、仓库和加工场地。

首届中国国际消博会倒计时50天暨吉祥物新闻发布会今日9时举行

上新海南客户端 看吉祥物长啥样
据介绍，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
于今年5月7日-10日于海南海口举办，展会
广受国内外知名消费品企业关注。在DFS
集团、老佛爷、戴尔等诸多国际知名企业相
继确定参展后，日前德国第一帆船品牌汉斯
游艇集团也正式确定将参加首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
据 了 解 ，德 国 汉 斯 游 艇 集 团（HANSE
YACHTS GROUP）为德国第一帆船品牌，
全球著名三大游艇制造商之一，旗下有汉斯

Hanse、黛 勒 Dehler、穆 迪 Moody、瑞 安
Varianta帆船品牌系列和希岚Sealine、沃
德Fjord游艇品牌系列。
有业内人士表示，海南拥有广阔的海
域，在去年12月底海南自贸港交通工具及游
艇“零关税”政策落地实施后，游艇租赁市场
的热度不断上升。
“零关税”购买进口游艇为
汉斯等游艇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加便
捷的道路。汉斯此次参加消博会，彰显了汉
斯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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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3
月17日讯 （记者 王子遥） 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落地海南，目前已有哪些国内
外展商确定参展，哪些新款单品将在展会
期间发布，展会的吉祥物又长啥样呢？3月
18日上午9时，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倒计时50天暨吉祥物新闻发布会将于海南
迎宾馆2号楼召开，将具体介绍相关情况，
届时新海南客户端将对发布会进行现场直
播，敬请关注。

中国种子大会“牵手”海南共商种业发展大计

发挥南繁资源优势 助力
“南繁硅谷”
建设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3 月 17 日讯（记者 谭琦 陵水融媒体中心
陈红）3 月 16 日下午，三亚市崖州区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展
示推广中心的田间，微风吹过，掀起一波
“绿浪”。
“ 这些看起来像大树的是新品种
‘全丰 1 号辣椒’。”田间工作人员介绍，几
天 后 ，它 将 与 基 地 内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1300 个新品种作物出现在 2021 中国种
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的田间展示“舞
台”
上。
3 月 20 日至 24 日，2021 年中国种子
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将在三亚举行。届
时，29 位院士将参会，其中 19 位院士进
行 24 场报告和对话，百余名国内外权威
专家将带来 100 多场精彩报告，为打赢种
业翻身仗寻求新思路、拓展新路径、探索
新方法。据了解，中国种子大会自 2018
年以来已在北京连续举办两届，在业界获
得热烈反响，今年也是中国种子大会首次
落户海南三亚。
这个被誉为“种业盛会”的中国种子
大会为何落户海南？3 月 16 日，在三亚
召开的 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
坛新闻发布会给出了答案。
“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解决
好种子问题列为八大重点任务之一，强调
要开展种源
‘卡脖子’
技术攻关，立志打一
场种业翻身仗，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就
打好种业翻身仗作出部署，种业问题备受
关注。”中国种子协会会长张延秋介绍，
2021 中国种子大会落户海南三亚，
除了政
策因素外，主要看中海南南繁资源优势。
“每年有来自全国 29 个省份、700 多家单

位近 7000 名科研人员到海南从事南繁工
作。
”
张延秋说，
海南地处热带地区，
光、
热、
水、土等自然条件优越，一直以来是我国
育种的
“孵化器”
“催化剂”
和
“加速器”
。
2021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
统筹整合了原有海南省内南繁、水稻、玉
米等与种业相关的论坛一并举办。
“ 这既
有中国种子协会的建议，也有海南省农业
农村行业主管部门的考虑，更是响应南繁
种业从业者呼吁的结果。”海南省农业农
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罗东介绍，此次大
会落地三亚，有利于南繁资源的整合，让
更多正在海南从事南繁育种工作的科学
家和育种者集中参与，也是顺应南繁事业
从农作物种业为主向畜禽、水产种业方面
拓展的新形势。
近年来，种子问题成为热点话题受到
广泛关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海南代表
团提出了《关于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崖
州湾国家实验室的建议》，多名全国人大
代表也提出了种业技术攻关的相关建
议。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也
提到要“发挥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优
势，建设全球热带农业中心和全球动植物
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
目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正在积极推
进南繁科技城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
进中转基地建设，三亚规划 6028 亩用地
建设南繁科技城，作为“南繁硅谷”的核
心载体，周边配套规划 631 亩全球动植
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起步区、3 万
亩南繁核心育种基地以及 5000 亩生物
育 种 专 区 ，是 助 力 国 家 打 赢“种业翻身
仗”
的重要保障之一。

“近年来，海南锐意改革创新、优化政
策、出台了很多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
有利于种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张延秋认
为，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对种业发展“引进
来”
“走出去”
并重的重大战略起到重要窗
口作用，在海南建设自贸港的大背景下举
办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不仅能

让种业界、科技界、农业界人士快速了解
海南的好政策，也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契机，为种业
“走出去”
“引进来”
提供
更加优惠便利的条件，借助海南自贸港的
平台，还可以助力我国打造与世界互联互
通的国际种业合作高端平台，开拓国际发
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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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南繁管理局
出台 10 条服务清单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 3 月 17 日讯（记者 利声富）协调
南繁基地租赁、新品种保护申请、南
繁植物检疫……17 日，记者从海南
省南繁管理局了解到，为助力解决好
种子问题，打赢种业翻身仗，日前，该
局制定了 10 条服务清单，进一步提
升南繁管理和服务质量。
据了解，10 条服务清单包括南
繁登记、南繁科研育种用地、南繁科
研育种基地用房、入驻生物育种专
区、南繁公共实验室和设备共享、南
繁植物检疫、南繁农作物转基因监
管、南繁有害生物防控、植物新品种
保护以及南繁单位用水用电等纷纷
处理等。
海南省南繁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新出台的南繁服务清单主要侧
重于为在海南从事南繁工作的企业、

个人服务。在协调科研育种用地方
面，主要服务事项包括南繁科研育种
用地土地流转、现有南繁基地租赁到
期后土地续租等。用地单位向海南省
南繁管理局提出需求后，海南省南繁
管理局将协调县（市）南繁管理机构，
赴意向区域实地考察，现场洽谈等。
同时，对于有新建、改扩建农业设施
需求的也协调解决。
如果想与其他南繁机构共享实
验室和设备的，海南省南繁管理局会
根据需求协调。南繁产地检疫申报、
调运检疫方面，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受
理后根据报检情况及时安排检疫，3
个工作日内办结。植物新品种保护服
务方面，南繁单位、个人根据业务需
求提出后，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将跟踪
服务、办结，并根据南繁业务需求，聘
请行业领导、专家进行业务培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