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开放新高地
——系列报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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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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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7月15日就巴基斯坦发生严重
恐怖袭击事件致电巴基斯坦总统侯赛
因，向无辜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

伤者及遇难者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恐怖主义是人类的

共同敌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
恐怖主义，对这一恐怖袭击事件予以

强烈谴责。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基斯坦
人民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巴基斯坦为
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稳定、保护人
民生命安全所作的努力。

就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

习近平向巴基斯坦总统
侯赛因致慰问电

关于农副食品加工等行业企业
申请排污许可证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控制污
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
〔2016〕81号），自2019年1月1日起，
我省屠宰及肉类加工、淀粉及淀粉制品
生产、精炼石油产品制造、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合成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冶炼、
钢压延加工等行业的相关企业必须申
请获取全国统一编码的排污许可证，并
按照排污许可证载明要求进行管理。
逾期未申请获取排污许可证的，视为无
证排污。请我省上述尚未申请获得全
国统一编码排污许可证的企业最迟于

2018年8月31日前按规定向环保部门
提交排污许可证核发申请。

上述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范围参
见《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
录（2017年）》，申请程序、申请所需材
料等具体要求，请进入海南省生态环
境保护厅网站(www.hnsthb.gov.cn)
办事指南栏目中的污染物排放许可事
项进行查询。

咨询电话：0898-65236072。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8年7月13日

编者按：当前，省委、省政府正在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
神，部署开展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启动“百万人
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吸引全世界人才、投资、产业、
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各类市场要素集聚海南。围
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本报今起推出“优化营商
环境 打造开放新高地”系列报道，聚焦海南应当如
何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
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等热点话题，敬请读者
关注。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7月10日，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
永道落子海南，其分所在海口开业。同为行业翘楚的
安永，也已在海南设立分所并取得执业许可证书。

从阿里巴巴到腾讯再到京东，从平安集团到光
大集团，从中国旅游集团到中国大唐集团，以及淡马
锡、戴德梁行、通用电气、美国高通等外资企业……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
件出台至今，“到海南投资兴业”的市场热情，一路
高涨。

把“到海南投资兴业”的市场热情转化为投资海
南的真金白银，关键是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用这个

“软实力”吸引一流的企业、留住一流的企业。
海南准备好了吗？

一流营商环境吸引一流企业

“营商环境”这一热词，最近在海南再度升温。
“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实现海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南将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为契机，着力打造全国一流的营商环境。”
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看来，一流的营商环境

对于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至关重要。
4月13日，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

党中央宣布在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
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政策“大礼包”引起市场强烈关注和积极反响，
提振了社会各界对海南发展的信心。

海南的发展蓝图和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正在
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前来海南投资兴业。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齐鲁制药（海南）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民这样解释营商环境对于企业
的重要性。该公司水针、冻干粉针生产车间项目从
开工到建成运营，审批事项由原来的18项精简到2
项，仅用不到百日就建成试车。

“海南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很兴奋，希望复
星的战略能够服务于海南发展的大战略。”今年4月
28日，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三亚表示。当天，复
星集团斥资超过110亿元打造的酒店综合体三亚·亚
特兰蒂斯正式开业。

近3个月来，我省对接的企业超过300家，签署
各类投资合作协议60余个，并达成近百个合作意
向。其中，签署协议和达成合作意向的不乏国内外
行业巨擘。

对海南而言，将营商环境打造成核心竞争力，以
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众多一流的企业，聚力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这是推动海
南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标杆的关键之一。

摸清企业“难点痛点堵点”

营商环境好，企业自然纷至沓来；营商环境差，企
业会“用脚投票”“后会无期”。

海南的营商环境够不够好？
对于这个话题，加拿大籍华人、海南枫华动漫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阎宏感触颇多：“我在海南创
业约5年，接单不少，但把工作顺利完成后，有时却拿
不到钱，甚至还曾受到刁难。”

阎宏的苦恼和无奈，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海南营商环境现状。
7月11日召开的七届省政府第二次全会，从“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消极搪

塞、冷漠怠慢”等十个方面深刻剖析了我省政府执行力不强的主要表现和根源。
这十个方面的问题，同样是海南营商环境建设领域的“软肋”——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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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特约记者 卓琳植

“以前我们种菠萝必须‘靠天吃饭’，
现在我们可以靠科学的管理。”近日，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万宁市龙滚镇水坡村
党支部书记龚春勋兴奋地说，得益于万
宁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水坡村菠
萝种植方式发生改变。

沿着水坡村村道一路前行，嫩绿的、
暗绿的……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菠萝
的海”。走出几里地，记者观察到，菠萝
地里呈现出的两种色彩原来大有文章。
嫩绿色的田里铺设着地膜、管道，井然有
序；暗绿色地块相较来说则处于“原始形
态”，没有田垄，也不见地膜、管道等设
施。

“嫩绿色的这块地是按照标准化方
式种植的金菠萝品种，使用水肥一体化
技术。暗绿色的这块地是用传统方式
种植的巴厘菠萝。”菠萝种植户陈修德
解释道，两种不同的菠萝种植方法让种
植成本也有天壤之别，“金菠萝一亩地
仅水肥管理就能节省成本近1100元，
还能借助水肥一体化设施及时灌溉，不
再靠天吃饭。”

不止成本更低，标准化种植的金菠
萝在市场上优势更加明显。“今年4月，
金菠萝市场收购价为4.5元/斤。而巴厘
菠萝收购价仅0.8元/斤，收购单价相差
巨大。”龙滚镇委书记林斌透露，龙滚镇
是万宁菠萝主产区，一直是万宁菠萝市
场的风向标，“我们正大力推广菠萝标

准化种植，调优菠萝品种结构，提高经
济效益。”

为了指导农户开展标准化生产，万宁
市政府与省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合作，编印
了菠萝、槟榔等作物的标准化栽培技术规
程作为标准化种植“教科书”，从农田选
址、规划、设施安装到下种、管理、采收以
及病虫害综合防治等环节，为农户提供
全程技术指导，努力实现技术“零门槛”。

“不止是菠萝，槟榔、咖啡等万宁特色
产业都有自己的标准化种植‘教科书’。”在
万宁市长丰镇，槟榔种植大户王进才家的
300多亩槟榔园显得格外翠绿，他说：“通
过标准化栽培管理、生态防控、立体种养，
槟榔不仅长势好、产量高，而且从不生病。”

“农业标准化的红利是农户实实在
在能看得见的。”万宁市槟榔和热作产业
局局长林基透露，单以槟榔来说，通过技
术指导农户加强肥水管理，槟榔标准化
示范基地亩产普遍增长20%—30%，能
够达到亩产2000斤左右。

不止于此，万宁还努力为农业标准
化构建多重保障，正在探索实行统一肥
料供应、统一种苗供应、统一技术指导、
统一病害防治、统一订单收购的标准化
种植模式。

“技术保障到位了，还有政策奖励，尽
管标准化生产的前期投入很高，但也挡不
住村民们的发展热情。”龚春勋笑着说，在
村里最近一次菠萝品种调优会上，近30%
的菠萝种植大户表示今年下半年将应用
标准化生产技术种植新品种菠萝，“要知
道，去年全村才4户人参与标准化种植。”

万宁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万宁已
经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大学、省
农科院等科研机构、院校开展针对性合
作，组建槟榔、菠萝、咖啡等研究所，建立
产学研融合的农业科技创新联盟，解决
产业发展中的良种繁育推广、鲜果保鲜
及产品精深加工等问题，促进万宁特色
农业调结构降成本增效益。

（本报万城7月15日电）

万宁坚持质量兴农，修订产业标准，促特色农业调结构降成本增效益

农业标准化带来“三重”新变化

本报海口7月15日讯 （记者彭青
林）今天，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来琼考
察调研，出席工作汇报会，听取海南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情况的汇报。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
汇报有关工作。

在听取汇报后，梁振英表示，今年
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也是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香港
始终积极参与改革开放进程，香港与全
国一样，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取
得了巨大进步。面向未来，香港将按照

中央的要求，围绕“国家所需、香港所
长”，继续服务好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
局，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作出应
有的贡献。

梁振英指出，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是国家的重大战
略。香港将立足自身所长和海南所需，
支持配合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他
建议，琼港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建立联
席会议制度。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人
才优势，借鉴汲取香港发展中的经验和

教训，在社会管理、国际贸易、住房制度
等方面为海南提供智力支持，在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更好发挥香港
的作用。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代表省委
书记刘赐贵，对全国政协对海南改革开
放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对全国政
协调研组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调研组
介绍了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情况及未来发展的规
划和考虑。他说，琼港两地渊源深厚、来
往密切、互补性强，近年来在经贸、人文、

科教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取得了丰硕成
果，具有多层次、全方位合作的良好基
础。希望在全国政协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下，琼港抓住重大战略机遇，推动两地
建立合作机制，提升服务贸易等产业合
作水平，建立赴港学习培训机制和引进
高层次人才机制，建立社会管理等领域
的合作机制，推动开展更加务实高效的
合作。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驻会副主
任吕虹，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政协副主
席马勇霞出席汇报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来琼考察调研
沈晓明作工作汇报 毛万春出席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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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塔斯社
第一副总编辑眼中的海南

田家炳：
“中国百校之父”与海南

7月15日，法国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当日，在莫斯科进行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中，法国队以4比2战
胜克罗地亚队，继1998年后再夺世界杯冠军。 新华社发 (相关报道见A08版)

法国队20年后再捧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