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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A05

9月6日—9日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DAY

今日琼岛北部局地或有暴雨
各市县仍需防范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
次生灾害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符晓
虹 李凡）记者10日20时30分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南
海热带低压10日下午已从文昌市东北部出海。受其影
响，10日夜间至11日，我省仍有明显风雨天气过程。
省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三级预警和台风四级预警。

据监测，南海热带低压10日下午从文昌市东北部
出海，17时其中心位于文昌市东北部近海，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7级（15米/秒），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预
计该低压中心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
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广东省西部沿海地
区。受其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海南省仍有明显风
雨天气过程。

驻琼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与
财政部关税司负责人座谈

交流探讨进一步支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李磊 实习生王康泰）
10日上午，财政部关税司主要负责人带队来琼，与驻
琼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海口展开座谈，听
取了驻琼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及建议。

座谈会上，财政部关税司相关负责人首先向与会
人员介绍了国家财政改革有关情况，双方就财政工
作如何在产业、税收、人才等方面支持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进行了交流。与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
政协委员就以上各方面内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
对财政部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表
示支持和肯定。

座谈会由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
俊主持，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屈建民、部分驻琼全国人
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座谈。

关注强降雨

编者按：创新求实，气象日新。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
号文件发布以来，海南凝聚全省干部群众之力，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实施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发展总部经济、设立江东新
区、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全域房地产最严调控、干
部大规模交流学习等多个重大战略部署和创新举措，效果初步显现，海南释放全
新魅力。海南日报今日起推出“大海之南气象新——习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以来海南推进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创新举措”系列报道，
展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之路。敬请关注。

大海之南气象新
——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以来海南推进自贸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创新举措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近日，海口美安科技新城、海南生
态软件园、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3个园区，收到了同一条喜讯——

8月3日，国务院通报了从全国筛

选的28项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典
型做法，进行全国推广。海南推进“多
规合一”改革，在上述3个园区试行的
6项改革措施榜上有名，获得点赞。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综合
竞争力。

在当前发展关键时期，海南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依法加快总结推广“六个试行”等极
简审批改革经验，努力营造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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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简审批，“多规合一”
改革释放红利

被通报点赞的园区试行6项改
革措施，能给企业带来啥好处？

对此，海南九州通大健康综合服
务平台项目总指挥龚其才从企业角
度给出了他的答案：6项改革带来

“减轻企业负担、提前开门营业等多
种利好”。两年前，龚其才和团队来
到海口美安科技新城，园区试行的改
革措施，让他们项目开工建设走上

“快速路”，提前4个月开工。

“要使一个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需要审批通过项目备案证、土地证、
规划许可证、环评许可证、施工许可
证等多个手续，如果是在国内其他地
方，办完这些手续需要的时间至少是
半年，而在海口美安科技新城，仅仅
花了两个月时间，海口高新区实行的

‘极简审批’的确名副其实。”龚其才
说，“没想到审批效率这么高。”

“近年来，海南省将深化‘放管
服’改革作为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
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关键抓手，特
别是在‘多规合一’改革试点背景下，
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协同推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
业研究所“中国营商环境的若干问题
与改善政策研究”课题组研究人员龙
海波表示。

在海口美安科技新城等3个产业
园区，推行“规划代立项”、区域评估评
审取代单个项目评估评审、“准入清

单”等“六个试行”改革措施，让园区企
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事项由48个减
少至14个，审批环节由70个减少为4
个，项目落地整体提速70%。

数字变化的背后，是创新和探
索。显示了我省在探索简政放权的
新模式，依托“多规合一”改革大力推
进政府流程再造，因地制宜为优化营
商环境探索有效途径。

数字变化的背后，是潜力和发
展。对于企业而言，缩短审批时间不
仅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更直接激发了
企业的投资热情和市场活力，为优化
营商环境夯实基础。

创新不止，以实干为
优化营商环境开路

对接企业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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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A02版▶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努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当好企业服务“店小二”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陈雪
怡）10日下午，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
全省防汛视频会议，部署防抗南海热带
低压和强降雨工作。他强调，各市县各
部门要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心态
做好防汛工作，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灾
情和菜价波动等问题，确保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降低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8日20时
至10日16时，海南岛北部、西部、东

部和中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共有
145个乡镇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
雨量为琼中湾岭镇448毫米。

会议传达了国家防总做好此次防
汛工作的指示要求，并与正在文昌指导
我省防汛工作的国家防总工作组进行
了防汛工作交流；听取了有关部门和海
口等8个市县关于降雨、水库蓄水、道路
交通、地质灾害预防、电力保障和人员
值班防汛等情况汇报；通过视频系统抽

查了石碌、戈枕等水库防汛情况。
沈晓明对自南海热带低压影响

海南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开展的
防汛前期工作给予肯定，并向全省奋
战在一线的干部群众表示感谢和慰
问。他就做好下一步防汛工作提出
了要求。一是思想上要高度重视，不
麻痹、不轻视，全力做好应对热带低
压强降雨工作。二是密切监测降雨
情况，加强气象部门与三防部门的沟

通和会商，提前研究预判可能出现的
灾情。三是重点关注超警戒水位水
库和病险水库等高危水库，确保水库
安全。完善水库主管部门和流域的
地方政府之间的会商机制，合理调度
泄洪。四是密切关注重点河流的水
位，加强水位的监测及预警。重点关
注南渡江下游的防洪压力，做到早预
警、早应对、应转尽转，同时着眼长
远，尽快研究南渡江中上游干系防御

工程。五是落实应急值守责任，加强
对各市县三防指挥部门和重点水库
应急值守的督导检查。六是加强海
口等市县城区道路的排涝工作，确保
城市道路交通尽快恢复正常。七是
采取有力措施，有效应对未来几天可
能出现的菜价上涨，做好人民群众的
日常生活保障工作。

副省长刘平治，省政府秘书长倪
强参加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全省防汛视频会议时强调

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心态做好防汛工作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陈雪
怡 特约记者邓韶勇）2017年8月22
日至9月21日，国家海洋督察组（第
六组）对海南省开展围填海专项督察
工作，并于2018年1月16日向海南
省反馈督察意见。为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
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决策部署，切实
做好国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的整改，
我省研究制定了《海南省贯彻落实国
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以
下简称《整改方案》，详见A02版）。
自然资源部于日前批复同意《整改方
案》，并向社会大众公开。

《整改方案》要求，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依法用海、
生态管海，严格管控围填海。以问题
为导向，着力解决围填海管理突出问
题和薄弱环节，完善制度建设，强化依
法行政，建立长效机制，为加快建设经
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
福的美好新海南而努力奋斗。

《整改方案》明确了整改解决四
类突出问题、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优良、建立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
制的工作目标。具体内容为开展围
填海专项整治和入海河流综合整治
行动，解决围填海管理政策措施落实

不到位、围填海审批执法监管不规
范、违规围填海活动破坏海洋生态环
境、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污染等问题。
力争到2020年，全省海洋生态环境
方面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海洋
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继续保持全
国领先水平。全省自然岸线保有率
不低于60%，近岸海域海水水质优良
（一、二类）率不低于95%，近岸海域
生态红线占海南岛近岸海域面积比
例不低于35.1%。

为实现整改工作目标，《整改方
案》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主要措施，包
括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 下转A02版▶

我省公开国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李
科洲 计思佳）一位老者掉落窨井，
一位白衣小伙冲过去救人，却也不
幸踩空掉落窨井。幸好在众人的合
力救助下，两人都被救起。10日14
时，发生在海口市坡巷路惊险而暖
心的一幕，感动了一座城。

今天，海口大雨瓢泼。14时
许，在坡巷路靠近南海大道交叉路
口处，一对老年夫妇步行过马路。
此时，路上的积水已到大腿。其他
行人大声劝说两位老人不要过马
路，但两位老人还是坚持往前走。
行至斑马线中间时，老大爷突然踩
空，落入一口窨井中。

老大爷落井后，整个人都淹没

在了水中，他的老伴顿时吓得手足
无措，立即抓住他的衣服往上拉，并
大声呼救。

坡巷路恒圣汽修店老板王怀
刚恰在店中目睹这一幕。听到老
太太呼救后，他和五六名正在水中
帮忙推车的路人迅速赶到窨井旁
救人，更有一名路人情急之下翻越
交通护栏过来救援。这时，路边一
位穿白色上衣的小伙也快速冲过
来准备施救，但匆忙中，这名小伙
也踩空掉进窨井里。

积水很深，完全淹没了两名落
水者。大家伸手在水中摸索，大约
十几秒后，终于摸到两名落水者，此
时又有几位路人赶来，合力把他们
拉出水面。落井两人都呛了水，脸
色苍白，但并无大碍，在路边稍事休
息后便默默离开了。

旁边商铺的居民说，窨井盖平
时都盖得很严，这次应该是被倒灌
的海水顶起而发生了位移。

海口交警大队龙华支队民警丁
有耀说，幸亏窨井中有防坠网，虽然
有所脱落，但多少也起到了缓冲作
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17时 30
分，记者再次经过坡巷路时，看到市
政工人正在为发生过事故的窨井安
装新的防坠网。

“你们记者应该找到这位好小
伙，在媒体上好好表扬他。”回忆起
那惊险一刻，王怀刚心情难以平
复。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白衣小伙
反应很迅速，准备救人时没有一丝
犹豫，大步跑到出事地点。被救起
后，白衣小伙脸色苍白，没有说一
句话。

海口的网友们留言说，我们应
该感谢这些救人者，尤其应该感谢
那位白衣小伙，为了救人，他差点献
出了生命。

小伙，你在哪里？你温暖了一
座城，请接受这座城的市民对你的
感谢。

海口坡巷路一老人踩空落入窨井，附近路人合力施援手

救人英雄白衣小伙，你在哪里？

好消息竞赛好消息竞赛

本报海口 8月 10 日讯（记者
孙 慧 通 讯 员 邹 小 和）南海热带
低压于 10 日 9 时前后登陆琼海
市潭门镇沿海地区，受热带低压
影响，我省从8日20时到10日20
时，全岛共有149个乡镇降雨量超
过100毫米，13个市县 71个乡镇

超过 200毫米。全省上下齐力防
抗强降雨，共组织转移 8 万多名
群众。

8月 8日 20时至 10日 20时，
全岛共有149个乡镇雨量超过100
毫米，其中琼中、昌江、白沙、澄迈、
儋州、海口、万宁、东方、临高、琼

海、屯昌、五指山和乐东共有71个
乡镇雨量超过200毫米，琼中、昌
江和白沙共有 3个乡镇雨量超过
400毫米，最大雨量为琼中湾岭镇
448毫米。

截至10日 20时，全省水库蓄
水65亿立方米，较8月8日8时增

加7.34亿立方米，全省大中小型水
库正常自动溢流207座，其中大型
水库2座（陀兴和大隆水库）、中型
水库 23 座、小型水库 182 座。儋
州、东方、乐东、临高、屯昌、保亭、白
沙7个市县水库蓄水量均占正常库
容的80%以上。

各市县交通出现不同程度受
阻。白沙多个乡镇出现漫水桥受
淹，九架岭路段、细水公路白水港
段等出现塌方，车辆均已无法通
行，正在进行抢修。海口市区多条
道路积水，市政排水人员全力进行
强排。

我省71个乡镇降雨量超过200毫米
共组织转移8万多名群众

码上读

白衣小伙（右一）与热心路人救人瞬间。（视频截图）

扫码看雨中救人

(更多报道见A03、A04版)

海口实现机动车
“通道式”登记上牌
上牌时间从3小时缩减至1小时内

A06

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全省
法院执结各类执行案件8万多件

治“老赖”，动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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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11日 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
暴雨，其余地区有小雨、局地中到大雨

预计10日夜间至11日
北部湾海面和海南岛四周海面风

力6至7级、阵风9级，其中低压中心经
过的附近海面旋转风7至8级、阵风9级

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6
至7级、阵风8级

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至6级、
阵风7级

海洋
方面

12日 全岛大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局地
中到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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