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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 年 改革篇

导读

B04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记者
胡璐 高敬）记者7日从环境保护部
了解到，近日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将全面启动，分别对吉林、浙
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
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
驻工作，实现对全国各省（区、市）督
察全覆盖。

根据安排，8 个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组将于8月7日至15日陆续实
施督察进驻。拟重点督察省级党

委和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情况；省级有关部
门环境保护职责落实和工作推进
情况；地市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情
况。重点盯住中央高度关注、群众
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突出环
境问题及其处理情况；重点检查环
境质量呈现恶化趋势的区域、流域
及整治情况；重点督办人民群众反

映的身边环境问题的立行立改情
况；重点督察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环保不作为、乱作为情
况；重点推动地方落实环境保护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严肃问责等工
作情况。

环境保护督察进驻时间约1个
月。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将分别设
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
被督察省份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
电举报。

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将全面启动
8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海南等地开展督察进驻

■ 本报记者 刘操

7月20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试验区内，不少游客在博鳌一
龄生命养护中心、海南省肿瘤医院成
美国际医学中心等医疗机构享受医
疗康养服务。而一年多以前，这里还
是大片空地，得益于我省推行的“极
简审批”试点改革，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试验区新增入园的企业
达到了23家。

截至2016年12月底，全省市场
主体61.6万户，同比增长21.12%，发
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从数字的大
幅增长中，可以透视我省“放管服”改
革取得的扎实成效。

“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让审
批程序越来越简，让监管能力越来越
强，让服务水平越来越高。”省政务中
心主任王静表示，2013年以来，我省
大力精简行政许可事项、着力优化审
批服务、全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
设全省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
设，“放管服”改革红利不断释放。

激发市场活力
做好政府放权文章

对于企业而言，缩短审批时间直
接激发了企业的投资热情和市场活
力。在海口美安科技新城，林安国际
商贸城项目从拿地到开业用时不到

10个月，比改革前节省1年多的时
间，企业节约成本达到3300万元。

“我们的‘极简审批’政策已成为
试点园区闪亮的名片。”王静说，“极
简审批”让园区内企业的审批环节从
70个减少到4个，社会投资项目落地
所需时间由过去的几百天变成了现
在的几十天。

基于省域“多规合一”改革，我省
从2015年起在海南生态软件园、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试验区、海
口美安科技新城起步区推行“极简审
批”试点，最大限度简化行政审批，激
活了改革发展新动能。时隔一年多
后的今天，“极简审批”已成为省“放
管服”改革不断创新的缩影。

这是我省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
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海南视
察时强调指出，“要勇于冲破思想观

念的束缚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完善
基本经济制度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城乡
发展一体化改革等方面取得更大进
展，为海南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过去
5年，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
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把简政放权作为
我省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先手棋”。

今年1月18日，省政府发布《关
于公布新一轮省级行政许可事项清
理结果的决定》，省政府决定取消11
项行政审批事项，下放5项，调整为
其他权力17项，我省“刀刃向内”的
政府自我革命又迈出坚实一步。

省政务中心审改处处长洪毅介
绍，自2013年-2017年，省政府共作
出5批精简审批事项决定，取消、下
放、调整、运用特区立法权停止实施
审批事项总计共1329项，相比2012

年清理前“瘦身”88.6%。
在行政审批过程中，评审评估

等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是重要环节，
存在耗时长、收费乱、垄断性强等问
题。省政务中心协调管理处处长周
红介绍，经全面清理规范，我省省级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已实行清单
管理，“红顶中介”与政府部门实现
全部脱钩。

强机制重监管
让市场活而不乱

砥砺前行中，“放管服”改革已
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项改革
措施的进一步落实更需要强有力的
监管“护法”。既有统一部署、又有
各地创新，“放管服”改革的监管体
系越织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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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群众减负担 为经济社会增活力

海南“放管服”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咨询电话：66810859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9.7-9.10

30天

距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开幕还有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杨艺华）记者今天从
省商务厅获悉，为加快我省国际服务外包和技术出
口行业发展，提升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和技术出
口业务的能力和水平，我省“2017年度支持国际服务
外包和技术出口专项资金”申报日前正式启动。

“2017年度支持国际服务外包和技术出口专项
资金”主要支持四个方面：支持服务外包企业获取国
际通行的资质认证；支持服务外包企业提升研发创
新水平；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建设含接包中心、研发中
心功能在内的服务外包孵化器、加速器；支持技术出
口业务。“专项资金”主要是对 2016 年 1月 1日至
2016年12月31日期间取得外汇凭证的国际服务外
包业务给予补贴。

“专项资金”以事后奖补方式支持企业承接国际服
务外包业务。具体包括：支持服务外包企业获取国际
通行的资质认证，对认证费用及审核咨询费用给予不
超过50%的补助，每个认证项目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
50万元；支持服务外包企业提升研发创新水平，对外
包企业研发费用给予不超过70%的补贴，每个企业最
高可获得支持金额不超过500万元；支持服务外包企
业建设含接包中心、研发中心功能在内的服务外包孵
化器、加速器，支持新建和扩建的服务外包孵化器和加
速器项目，按投资额给予不超过70%的补贴、每个项
目最高可获得支持金额不超过200万元。

我省启动专项资金申报

服务外包企业提升研发水平
最高可获500万元支持

本报嘉积 8月 7日电 （记者丁
平）7月30日，由国家旅游局发布的

“中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名单
公示，琼海市北仍村名列其中，成为我
省唯一公示入选对象。

公示期自2017年7月31日至8
月4日。今天下午，记者从国家旅游
局了解到，公示期内，该局并未收到异
议。“中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
正式名单将于近期公布。

北仍村是琼海市着力打造的美
丽乡村，在原有环村硬化道路基础
上，完成了8公里长的环村绿道、920
米的巷道硬板化、300米的挡土墙。
具体项目包括三环骑行绿岛、乡愁味
道农家乐、庭院时光民宿、草寮咖啡
屋、北仍书屋、北仍客厅、重教之家、
书香人家等。

北仍村入选中国优秀国际
乡村旅游目的地公示名单

本报三亚 8月 7日电 （记者孙
婧）由文化部组织的2018年“东亚文
化之都”评审活动，终审结果今天下午
在北京出炉。经过激烈角逐，三亚市
获2018年“东亚文化之都”创建扶持
城市称号。

记者获悉，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
进入终审环节的3个候选城市中，哈
尔滨市当选2018年的“东亚文化之
都”，三亚和西安分获“东亚文化之都”
创建扶持城市称号。

据了解，“东亚文化之都”是中、
日、韩三国在文化领域共同推进务实
合作、重点打造的东亚区域文化合作
品牌。当选城市在接下来一年内，可
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带动
城市和市民更积极地参与东亚区域
文化合作，通过文化建设焕发城市
新活力。

三亚获称2018年“东亚
文化之都”创建扶持城市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南海网官方微信

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程标）近日，2017年中
国互联网企业 100强获奖名单揭
晓，海南易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进入榜单，位列第66位，打破海
南本土互联网企业上榜“零记录”。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韩勇
说，“这是我省首次实现本土企业进
入全国互联网百强，标志着海南互
联网企业在全国终于占据了重要的

一席之地。”
据介绍，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工

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联合开展的
“互联网百强”评选工作自2013年
开始已成功举办5届，是研究我国
互联网行业，树立互联网企业品牌
的风向标。

海南易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世界500强海航集团旗下的信息技
术综合服务企业，成立于1998年，

拥有员工1000余人，主要业务涉及
云计算、大数据、“智慧+”解决方案，
涵盖政府、金融、航空、旅游多个行
业。2014年底，易建科技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成为海
南首家挂牌新三板的互联网企业。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持引进
龙头企业与培育本土企业双轮驱
动、培育发展互联网产业与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并举、开放政府数

据与营造产业发展环境双发力，力
求推动互联网产业“三年成形、五年
成势”。

截至目前，全省互联网企业已超
6000家，共有10家本土互联网企业
在新三板挂牌，占全省挂牌企业的
三分之一。据统计，从2016年至今，
省政府已先后投入5亿元专项资金，
采用多种方式对企业项目予以支持，
帮扶近300家互联网企业发展升级。

海南企业首次闯进全国互联网百强
易建科技位列榜单第66位

本报讯 近日，中央媒体连续刊
发报道，展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经
验和成果。8月4日，《人民日报》第
14版刊登报道《海口 让城市回归自
然》，从具备净污、排涝双重功能的海
口凤翔湿地切入，聚焦海口推进六大
专项整治，实行山水林田湖湿地一体
化生态修复，以及所取得的喜人成
果。8月6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

报道《海南：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
宽》，展示海南省委、省政府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嘱托，以空前力度开展生态
保护与建设，同时立足生态优势大力
发展绿色经济的举措和成果。

《人民日报》报道指出，凤翔湿
地位于省会海口人流量很大的动车
站南侧，整治前曾是占地3.5万平方
米的建筑垃圾堆积场。

经检测，污水进入八级梯田湿
地的第二级，对总磷有90%的去除
率，对氨氮有80%的去除率。到第

三级后，污染物浓度已经很低，可达
Ⅱ类水标准。

2015年起，海南部署推进整治违
法建筑、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城镇内河
（湖）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土壤
环境综合治理、林区生态修复和湿地
保护等六大专项整治工作。2016年
11月，在海南全省推行多规合一、理
顺空间规划、进一步划清生态红线的
前提下，海口进行多方论证系统研究，
按照六大专项整治的要求，启动山水
林田湖湿地一体化生态修复。

《人民日报》报道提到，凤翔湿
地本就包括一部分湿地。经反复实
验，3.5万平方米的垃圾堆填场进行
全面生态修复，其中1.4万平方米用
于建设八级大型梯田湿地，接入周
边丁村等地已有的污水管网进行污
水处理。完全投入使用后，这片湿
地近期每天可处理0.5万吨生活污
水，相当于解决周边约1.5平方公里
范围内近6000户居民的污水处理
问题，远期可实现日处理1万吨污
水处理厂尾水。 下转A03版▶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关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中央媒体看海南

8月4日，俯瞰深藏闺中的南渡江支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三十六曲溪，未来这里将建设省级
湿地公园，打造农村田园风光与河流景观相统一的湿地生态系统。据了解，拟建的云龙镇三十六曲溪
省级湿地公园规划总面积316.70公顷，其中湿地面积274.55公顷，湿地率为86.69%。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三十六曲溪水绕
一龙漫舞绿田间

瞰海南瞰海南

最高气温

8月 7日-9日全岛气温330C-360C
8月 10日-13日西部和北部地区350C-380C
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330C-350C

最低气温

8月 7日-13日内陆地区230C-260C
沿海地区260C-290C

海洋方面

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 5-6级、阵风 7级，
其余各预报海区风力5级、雷雨时阵风 7级

制图/陈海冰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符晓
虹 翁小芳）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本周海南岛以晴好天
气为主，中后期气温普遍较高，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
雨。西部和北部的局部地区将出现37℃高温天气。

省气象部门建议，本周各地白天气温较高，请有关
部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合理安排好生产生
活。农事方面，由于本周全岛天气炎热、降水偏少，省
气象台建议橡胶林需防治溃疡病和清除攀岩性杂草，
保证林间通风。

琼岛本周中后期气温较高

西部和北部
将现37℃以上高温

海口不动产登记信息
可自助查询

全省48家体育场馆
今日免费或优惠开放

A07

南海有了“准则”框架
域外干涉可休矣

B03

朝韩外长短暂交流
难破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