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合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
需要，海南运
用经济特区立
法权，对商事
登记制度进行
了大胆改革和
创新

今年，我省
先后对外发布两
批共 13 条自贸
区制度创新案
例，其中第一批
发布 8条制度创
新案例，第二批
发布5条制度创
新案例

率先在全
国完成省级党
政机构改革，
“多规合一”改
革 取 得 新 成
效，极简审批
入选国务院优
化营商环境典
型经验

海南推出大力
引进外资十大举
措，去年实际利用
外 资 同 比 增 长
112.7%，今年一季度
实际利用外资同比
增长51倍

2018年12月，《海
南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
计划（2018-2019年）》
正式向社会公布，从开
办企业、获得信贷和改
善融资环境、跨境贸易、
建设服务型政府等 11
个方面提出了 40 项改
革措施

出台《百万人才进海
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从住房保障等方面
给 予 政 策 等 支 持 ，自
2018年 5月以来我省引
进各类人才 6.1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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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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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8月19

日9:30分在海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阿拉斯加会议室召开了临时股东会，股东

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

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

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作出了股

东会决议，解除了本公司股东李景欣的股东资格，该股东会决议已生效，现李景

欣已不是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李景欣今后以本公司名义发表的任

何声明均属无效，其做出的任何行为，均与本公司无关，由其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

公 告

■ 本报记者 罗霞

“海南特色、全国首创”。
4月11日，我省发布第二批5条自

贸区制度创新案例。很多人注意到，这
些经过国际知名第三方权威机构评估的
案例，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

全国首创设立“候鸟”人才工作站；
社团法人等三类法定机构在省级层面实
施；全国首单沪琼自由贸易账户联动业
务；博鳌超级医院打造共享医院新模式；
全国率先实施境外游艇入境关税保证保
险制度。

在我省此前对外发布的第一批8条
自贸区制度创新案例及其他一些改革举
措中，创新因子同样活跃，不少成果同样
属“全国率先”。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党政机构
改革、人才体制、收入分配制度、财税金
融体制、国有企业、农垦……一系列领域
的改革创新成果，显现出海南坚持大胆
试、大胆闯、自主改，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的不懈努力，改革发展的步伐
坚定有力。

“海南要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
改革，下大气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不断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年4月13
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寄予
着对新时代海南发展的更高期待、更高
要求。

省委书记刘赐贵强调，我们一定要
深刻领会习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要求，重点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先行先
试、大胆探索。

一年来，海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
件精神，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扎实推进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重点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体制机
制活力进一步显现。

海南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自贸试验
区是国家的试验田、不是地方的自留地，
是制度创新的高地、不是优惠政策的洼
地，是“种苗圃”、不是“栽盆景”。

以战略眼光
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

万泉河畔，清风拂来满目新。被誉
为“博鳌亚洲论坛第二乐章”的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地方不大，但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不少。

1天完成企业注册、5个月实现项目
落地。“海南推进‘多规合一’下的极简审
批改革，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方便
快捷。”海南博鳌瑞达麦迪赛尔国际医疗
中心常务副总经理武向东感慨道。

得益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药品进口监管模式等创新，去年5月，
我国内地第一针九价宫颈癌疫苗在博鳌
超级医院完成接种。

构建全新共享医院模式的博鳌超级
医院，运营不到一年时间已有17个顶尖
学科入驻，成立了8个院士工作站，创造
了第一例特许进口人工耳蜗手术等“11
个全国第一”。

海南在省级层面设立省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此外，我省
还设立国际经济发展局、省大数据管理
局。

在乐城发展的一个个故事中，一项
项改革创新举措点缀其中，成为推动发
展的关键点。

跳出一隅看海南，改革春风吹满地。
当前，在建设自贸区、自贸港大背景

下，海南迎来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机遇面前，改革如何发力？

“从建省办经济特区到建设国际旅

游岛，再到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体
制机制创新是党中央对我们一以贯之的
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对海南
的指示要求，按照服从服务国家战略和

‘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与时俱进赋予
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新的内涵，统筹抓
好各方面体制机制创新。体现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为全国改革开放起到‘试验
田’作用。”刘赐贵指出。

深刻认识到改革重要性的海南，统
筹抓好各方面体制机制创新。改革，这
一海南与生俱来的基因，在琼岛得到高
起点谋划和推进。

既要以改革促发展，又要为改革提
供动力——

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中央
统筹、部门支持、省抓落实”工作机制得
到建立。

海南率先在全国完成省级党政机构
改革，建立起适应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组织机构。

“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打破了部门壁
垒。”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说，此
前一件事会分散到多个部门管，容易出
现相互扯皮的事情；此次机构改革把一
件事交给一个部门来做，提高了行政效
率。

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改的是体制
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动真格不行。
海南旗帜鲜明地为改革者撑腰、让敢于
担当的干部受到重用，为改革创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去年，海南制
定了省改革和制度创新表彰奖励办法。

法者，治之端也。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正式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计划、
提上国家立法日程；《中国（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商事登记管理条例》《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园区极简审批
条例》等出台。

一系列举措，从组织保障、法治环
境、激励机制、改进作风、党的全面领导

等不同角度发力，厚植了改革创新的沃
土，为海南改革发展添力。

既要有改革思维，又要狠抓推
进——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
过程。海南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统
一，既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又借鉴国外有
益经验，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敢闯
敢干、大胆实践，推动多出体制机制创
新成果。

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4·13”重要讲
话一个月后，省委召开七届四次全会部
署了深化省域“多规合一”改革等6项重
点改革事项。

今年，我省确定并推进加强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有效
管理体制、推动生态保护红线落地、建立
和完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创新园区
管理体制、深化园区项目极简审批改革、
创新对外经贸促进体制、加快建设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打造国家军民融合创新
示范区、建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相适应的法律
法规体系、建立城乡融合和全岛同城发
展新机制、加快推进市县党政机构改革、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等12个方面的重点
制度创新工作。

刘赐贵强调，制度创新是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各级党委（党
组）要在狠抓制度创新上下硬功夫，坚持
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大胆试、大胆闯、自
主改，紧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提出
制度创新的具体项目，通过制度创新大
力深化改革开放，营造法治化、国际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要抓住机遇，持续不断推进制度创
新。”省长沈晓明提出。

一边是勇于破题，一边是实干推进，
两股力量作用下，海南改革浪潮奔涌，结
出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硕果。

以问题导向
高要求强化制度创新

“一个小时！”“一次都不用跑！”
最近，海南创业者周志忠从网上填

写注册申请开始，到领取营业执照，仅用
了一个多小时；不用到工商窗口提交纸
质材料，企业登记注册实现了“一次不用
跑”。

“太方便了，太快了！”周志忠感慨，
商事登记“全省通办”制度的实施，给企
业注册登记提供了很大便利。

“结合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需要，海南运用经济
特区立法权，对商事登记制度进行了大
胆改革和创新。”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张东
斌说。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全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现
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需要海南以开拓创
新的精神推进改革。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海南深化省域
“多规合一”改革，全省重点园区“六个试
行”极简审批改革入选全国28项优化营
商环境典型做法；率先完成省级机构改
革，有序推进市县机构改革；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建设取得进展；自由贸易账
户体系正式上线，全国首单知识产权证
券化、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设立国
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等金融领域制度
创新成效明显；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取
得实质性进展，实现琼湛高空管制一体
化；简化简易商事主体注销公告程序、商
事主体信用修复制度、减免商事主体公
示负面信息、施工图审市场化和“多审合
一”等制度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
当前，营商环境问题是企业和群众

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加快形成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是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重要课题。

去年12月，《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
行动计划（2018-2019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正式向社会公布。《行动计
划》从开办企业、获得信贷和改善融资环
境、跨境贸易、建设服务型政府等11个
方面提出了40项改革措施。

“海南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针对
海南专业服务国际化水平低、企业融资
问题突出、社会诚信与法治环境不完善、
政府主动服务意识不足等现存营商环境
问题，制定了《行动计划》。”省发改委主
任符宣朝说。

针对引进外资等领域存在的问题，
海南推进大力引进外资十大举措，设立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建设国际投资“单
一窗口”以及具有海南特色的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等。
从改革中要市场活力——针对不

同的市场主体，海南推出了一系列改革
创新：针对国企，全面推行公司制改革，
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现经营性国
有资产统一监管；针对民营企业，出台
了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创新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机制；针对外
资，大幅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对外资全
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
理制度。

筑得好巢穴，引来金凤凰。中国旅
游集团总部落户海南，阿里巴巴、腾讯、
京东、招商局集团、安永、普华永道、哈罗
公学等纷纷进驻海南。

从改革中要民生福祉——去年，海
南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
试点；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全面清
理烦扰企业和群众的“奇葩”证明、循环
证明、重复证明等各类无谓证明；建立

“编制在乡、岗位在村”的“乡属村用”人
才使用和激励机制，让乡村能够引进、留
住好医生和好教师。

以系统发力
高质量推动发展

热带雨林，美丽而神奇的海南宝藏。
今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等文件。今
年4月1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
局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吊罗山揭牌成立。

省林业局局长夏斐介绍，下一步将
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制定最严格的
保护制度，以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为抓手，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争
创中国国家公园范例。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发展的最大
本钱。目前我省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大多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
全有关。海南通过开展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等一系列举措，确保生
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

这些举措，既是关乎海南发展的重
要改革任务，也体现出改革的系统思维
和底线思维。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走对路子，方能实现“1+1＞2”，
实现“蹄疾而步稳”。

抓重点，抓配套——
改革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一方面

要找准和抓住重点，另一方面要强化改
革举措系统集成，科学配置各方面资源。

海南持续深化省域“多规合一”改革，
精准对接“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调整完
善市县总体规划，向全省重点园区推广“六
个试行”极简审批。省属经营性国有资产
集中统一监管取得积极进展。新一轮农垦
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并通过国家第三方评估
验收。财税体制、农业农村等改革稳步推
进。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数据归集量质齐
升，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初步构建。

防风险，守底线——
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越是要绷

紧防范化解风险这根弦。海南切实增强
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坚决守牢意识形态、
安全稳定、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底线。

不少改革措施是要放权，放得开的
前提是要管得住，而这就必须要有政务
大数据为基础支撑。海南不断提升省政
务数据中心功能，人流、物流、资金流进
出岛信息管理系统和社会管理信息化平
台正加快建设。

过去一年，海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减少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实施全域限
购等海南史上最严房地产调控，实行最
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有效防止了炒房
炒地和房价大起大落。

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推广清洁能源
汽车；自2018年5月16日起实行小客车
总量调控管理；限塑令升级为禁塑令
……一个接一个的举措，共同严守海南
生态底线。

补短板，强弱项——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最短的短

板、最紧缺的资源是人才。如何解决这
一突出问题？

对于引进人才的住房问题，《百万人
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年）》从
人才购房、人才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政
策等支持，自去年5月以来我省引进各
类人才6.1万名。

教育、医疗条件在逐步改善。海南加
快教育、医疗等领域投入，与国内外先进
教育、医疗机构广泛开展合作办学、办医。

于4月13日召开的省委七届六次全
会，最鲜明的主线是改革创新，把制度创新
摆到了特别重要的位置进行部署谋划。

志士惜日短，勇者常为新。在改革
创新发展的路上，海南将把制度创新贯
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各领域、各环
节。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

牢记总书记嘱托
争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标杆

海南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大力推进制度创新，重点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活力进一步显现——

锐意改革逐梦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