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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领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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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
起，我省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
分类管理名录》的畜牧业、食品制造
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制鞋业、
人造板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计算机和通信等
电子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业、槟榔加工业等14个
行业的相关企业必须申请到全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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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视为无证排
污，生态环境部门将予以依法查处。
请我省上述企业最迟应于2019年10
月底前申请取得全国统一编码的排
污许可证。

排污许可证申请程序、申请所需材
料、核发部门等具体申请与核发工作要
求，请进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网站
（http://hnsthb.hainan.gov.cn）信息
公开栏目中环境管理的污染物排放许
可事项进行查询，或咨询当地生态环境
部门。联系电话：65236072。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5月6日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彭青
林）5月5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主
持召开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园区专
题会议，强调对园区地位和作用要再
认识、再明确、再深化，把园区规划
好、建设好、管理好，真正做到让项目
进园区、让园区“说了算”，打造全岛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中做大流量的“量点”和突
出实效的“亮点”，为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打下坚实基础。

会议听取了省发改委、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厅、省委编办等部门关于产
业园区科学调整优化布局、园区管理
体制机制改革、压茬推进园区建设等
情况的汇报。

刘赐贵强调，要充分认识到园
区是落实中央赋予政策、推动实体
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和载体。高水
平规划建设园区，是落实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实施方案，确保海南生
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的内在
要求；是树立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
化理念，实现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可

持续发展和推进产城融合、生产生
活配套的重要条件；也是推广“多规
合一”“六个试行”，推动大胆探索创
新的重要举措。

刘赐贵指出，一要按照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领
域和五大平台、12个重点产业发展
要求，根据海南的发展战略定位、特
色和优势，进一步完善园区规划，做
到科学调整、优化布局、因地制宜、
因需设区。二要坚持“一园一策”原
则规划建设，成熟一个出台一个，压

茬推进园区建设。三要创新园区管
理体制机制，完善“法定机构+市场
主体”运行模式，让项目进园区，让
园区“说了算”，让懂经营、事业心
强、乐于奉献的“明白人”进入园区
管理层，带动激发发展活力。四要
依法依规管理园区，深化“多规合
一”改革，坚持法治建设先行，借鉴
国际先进经验，注重在园区建设管
理和企业个人合法权益上，强化法
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五是加快
制定园区发展意见，就园区领导、

分配、运行、人才等体制机制和产
城融合、招商引资、营商便利、风险
防控、“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
任务，出台系列简便管用的政策措
施，推动把园区打造成法治化、国
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
窗口。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
领导毛超峰、张琦、胡光辉、蓝佛
安、童道驰、彭金辉、许俊、范华平，
以及省直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会议。

刘赐贵在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园区专题会议上强调

高水平规划建设管理园区
让项目进园区 让园区“说了算”

沈晓明出席

海南省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挂牌成立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刘操）5月5日上午，海南
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在海口挂牌成立。该中心将从接收
安置、就业创业、优抚帮扶、走访慰问、信访接待、权益维
护等方面为全省退役军人提供精准服务和有力保障。

据悉，海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位于海口市秀英区
海盛路1号。中心主要职能是协助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做好退役军人行政关系、组织关系、供给关系转接、档案
移交及退役军人来访接待、心理疏导、就业创业指导、职
业技能培训、权益咨询、政策解答、法律服务等工作。

海南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的成立，也标志着贯穿
省市县乡村五级的退役军人“两站三中心”建设正式启
动，将建设全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全员、专业规
范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逐步落实到实处。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省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作为全省退役军人五级服务保障体系的领头
雁，要在各项退役军人服务工作中走在前列，作出表
率，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好实现好发
展好，倾力打造对党忠诚、作风过硬、业务精湛、服务精
准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工作队伍。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中共
中央、国务院日前提出关于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的意见。

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主要目标，意见
提出，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初步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
制度性通道基本打通，城市落户限制
逐步消除，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基
本建成，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明
显提升，农村产权保护交易制度框架
基本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稳步提高，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健全，
经济发达地区、都市圈和城市郊区在
体制机制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

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更加完善。城镇化进入成熟期，
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显著缩小。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
徙制度基本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
市场全面形成，城乡普惠金融服务体
系全面建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
本实现，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农
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成熟定型。城乡全面融合，乡
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
实现。

意见还就如何建立健全有利于
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建
立健全有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
惠共享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有利
于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的体制
机制，建立健全有利于乡村经济多
元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有
利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
以及组织保障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 （全文见A06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2022年初步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我省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

6月26日起购买上牌车辆
不再给予地方购置补贴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周晓梦）省财政厅、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相关部门做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按照
国家有关部委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

对2019年3月26日至6月25日过渡期购买上牌
车辆继续给予地方补贴。今年6月26日起购买上牌
车辆（新能源公交车和燃料电池汽车除外，新能源公交
车和燃料电池汽车补贴政策另行公布），省和市县将不
再给予地方购置补贴。

对有运营里程要求的车辆，待满足里程要求、获得
国家清算资金后才给予地方购置补贴。

通知要求，各市县财政部门要配合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做好政策解释工作，确保政策平稳过渡；要会
同发展和改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前研究
购置补贴退出后对充电基础设施、配套运营服务等支
持措施。

“五一”期间海关监管
离岛免税销售再创新高
免税品销售1.62亿元
同比增长153%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梁振
君 特约记者张振豪 通讯员欧莉花）
海口海关5月5日披露的数据显示，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海关共监管
免税品销售 22.17 万件，与去年“五
一”期间相比（下同）增长158.39%；购
物人数4.32万人次，增长180.52%；销
售金额1.62亿元，增长153.13%。免
税品销售再创新高。

据了解，海口海关提前了解企业
备货需求，做好节假日岗位设置和人
员配备，充分发挥“科技+制度+人工”
监管优势，提供便捷通关监管服务，有
效保障“空、海、铁”离岛方式全覆盖；
依托自主开发的海南离岛免税海关监
管系统，对离岛免税店实行静态监管
及对免税品进、销、存、运、提、征的全
过程动态监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
大店面巡查频次与检查力度，保障商
品质量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为旅客提
供更便捷的免税购物体验，做到节假
日通关监管服务高效快捷。

此外，针对节假日客流量增加的情
况，海口海关在机场、车站、港口隔离区
和免税店卖场等主要场所放置离岛免
税政策和购物流程宣传资料，安排业务
骨干提供现场业务咨询，通过海关门户
网站、海关12360微信平台等政务公开
渠道及时发布政策动态、解答旅客疑
问，为购物离岛旅客提供方便。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况昌
勋）4月26日上午和5月5日下午，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沈晓明主持
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
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组
工作条例〉的通知》、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推进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第二
次全体会议精神、《中共海南省委关
于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全岛自由贸易
试验区 为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打下坚实基础的意见》等，研究省
政府系统制度创新工作。

会议听取了制度创新调研情
况，省政府领导就分管领域制度创
新的思路和路径进行了交流，提出
了涉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发
展、社会治理管理、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共60多项
制度创新事项。

沈晓明指出，省委七届六次全
会对制度创新工作作出部署，省政
府作为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要不

折不扣贯彻落实好。要研究制定省
政府促进创新意见，简明扼要、操作
性强。要建立制度创新项目库，项
目符合中央精神、坚持问题导向、体
现创新性、有宽广的视野、立足于可
复制可推广。要制定制度创新考评
办法，加强考核结果应用，倒逼各市
县各部门提高制度创新的积极性。

会议研究了省政府近期重点工
作。沈晓明要求，一要继续做好非
洲猪瘟防控工作，加强联防联控，强
化基层防控力量，做好打持久战的

准备。二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处理好
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非法接种九
价宫颈癌疫苗事件，明确事件性质，
回应老百姓关切，创新体制机制加
强驻区医疗监管力量。三要做好

“三防”工作，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的原则，各专业部门和应急管理
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四要加强政
府财政管理工作。

毛超峰、刘平治、范华平、苻
彩香、沈丹阳、倪强出席，王路列
席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要求

政府要切实履行制度创新的主体责任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刘操）省
政府近日印发《海南省加快推进全
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
求加快建设该平台，实现与国家平
台对接，更好地为企业和群众提供
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推动
政府治理现代化。

《方案》要求，2019年底前全
面整合各级各部门政务服务系统，
完成全省一体化平台与国家一体
化平台的对接，共享国务院部门垂
直业务系统相关政务数据；2020
年底前实现全省一体化平台与国
家平台应接尽接、政务服务事项应
上尽上，“一网通办”能力显著增

强，全省一体化平台基本建成；
2022年底前，政务服务事项全部
纳入平台办理，与全国同步，全面
实现“一网通办”。

目前，我省以省政府门户网站
为全省政务服务总门户，设立了海
南政务服务网，并以该网为全省网
上政务服务统一入口，并将在今年
6月底前，发布政务服务事项办事
指南、办事导航和其他政务服务信
息，为注册用户提供专属的办事数
据存储和应用空间，提供清单公开、
网上办事、网上预约、网上申请、网
上查询、咨询投诉等相关服务。

《方案》强调，要整合建设全省
一体化平台，整合审批“一张网”、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投资项目在线审
批监管平台、信用系统等信息资源
和数据。按照应接必接原则和国家
统一对接标准，全面清理整合各部
门政务服务系统，构建多层次、全覆
盖、一体化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同时，清理和规范全省政务服
务事项，推动同一事项名称、编码、
依据、类型等基本要素在省、市县、
乡镇实现统一。印发标准统一的
全省各级政府行政权力事项清单，
除涉密事项外，所有权力事项接入
全省一体化平台办理。

此外，我省还将全面梳理教
育、医疗、住房、社保、民政、扶贫、
公共法律、奖补资金审核发放、水

电气及电信服务等与群众日常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事项，
并纳入全省一体化平台办理；编制
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制定
详细办事指南，并纳入全省一体化
平台，实现所有公共服务事项在全
省一体化平台查询、办理。

《方案》强调，要推动各类数据
资源在全省一体化平台共享和互
认，实现政务服务信息同源发布，
推广多元化、移动化政务服务，推
进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整
合优化涉及跨部门、跨层级的事项
办理流程，实现一张清单告知、一
张表单申报、一个标准受理、一个
平台流转。

我省加快推进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

2022年底前全面实现“一网通办”

本报讯（记者刘操）省政府近
日印发《海南省审批服务综合窗口
受理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要求通过实行审批服务
综合窗口受理制改革，实现进驻部
门服务窗口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
项办理“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
审批、统一窗口出件”，实行受理、
审批、监管相互分离和相互制约，
由“一事跑多窗”变为“一窗办多
事”，持续改善我省营商环境。

《方案》提出，将实施受理审批
相分离。授权省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设立综合受理窗口，负责审批服
务事项的统一受理接件。

《方案》要求，完善省级政务服
务咨询综合集成服务模式。按照

“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
一窗口出件”的要求和行业分类、
部门业务关联的原则，整合政务大
厅原有窗口，设立综合受理窗口、
综合出件窗口和引导咨询窗口，取
消审批服务业务前台，原审批服务
前台人员继续保留，作为后台审批
人员进行后台审批、制证等。大厅
分设企业开办、投资建设工程项目

审批和联合验收、国际投资单一窗
口、社会管理、民生教育服务等业
务受理服务区；对暂时不宜实行综
合窗口受理的事项，经省政府政务
服务管理办公室报省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安排专
门窗口受理。

在受理环节，综合受理窗口严
格按照各审批职能部门提供的受
理清单进行收件受理。即办件由
受理窗口受理后立即转审批人员
审批，办结后通知申请人领取相关
办理结果。承诺件申请材料符合

规定的，综合受理窗口必须予以受
理并出具受理收件凭证；对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耐心指出并指导补正。在审批环
节，各审批职能部门接收受理材料
后，应直接进入审批程序，在规定
时限内完成审批，并将审批结论推
送到综合出件窗口。

在出件环节，综合出件窗口收
到审批结论后，负责跟踪敦促各审
批职能部门在3个工作日内将审
批结果材料（证、照、批文）送至出
件窗口。

我省印发审批服务综合窗口受理制改革实施方案

“一事跑多窗”变为“一窗办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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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第一批26个
安全猪肉供应点开放
下一步将增加到48个供应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