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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收听本报记者尤梦
瑜朗读的英语音频。

自贸英语角④

加强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打
造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支持海南建设全球动
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Strengthen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
fan Seed Breeding Base and build a na-
tional tropical agricultural science center
to support Hainan in building an intro-
duction and transit base of global animal
and plant germplasm resources。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Happy dragon boat Festival！
端午节快乐！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中秋节快乐！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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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5月30日，海南省159名新闻发
言人“集体亮相”，海南省新闻办公室
对外公布全省发言人姓名、职务及联
系方式。这些信息在公布后第一时
间就引来了新媒体平台的火热转发，
制造出话题热度。

不少人在“朋友圈”中转发相关
新闻时，直言海南此举不仅彰显了政
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对社会各界监督
舆论的“开放”态度，增强了新闻传播
的效果与权威性，更显示出相关机构
的决心与信心。人们也期待置身于
改革开放前沿的海南，能够以更加成
熟的新闻传播能力匹配国际化的自
贸区自贸港。

主动应对新闻传播需求

在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

视学院院长卿志军看来，公布新闻发
言人信息，是海南主动适应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面向媒体和公众主动沟
通，搭建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信息
传播的桥梁，对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有重要意义。

担任新闻发言人对领导干部而
言也是不小的挑战，它不仅要求发言
人在其业务领域内融会贯通，还要求
他们掌握新闻传播规律。

在此次发布的名单中，有一些是
已经有过履职经验的“老”发言人了。
省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戚弘超
正是其中一位。2018年4月13日后，
省发改委作为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

“统筹全局”的单位，其相关工作无不
吸引着社会大众的密切关注。一年
来，省发改委牵头组织了《海南省优化
营商环境行动计划（2018-2019年）》
等重要政策的新闻发布会，积极回应
解读“规划建设江东新区”等相关工

作。戚弘超也以发言人的角色让“顶
层设计”第一时间“下接地气”。

“我们与省内外主流新闻媒体的
沟通联系，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
志、互联网、自媒体等多种渠道，广泛
宣传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情况和发展
改革部门履职实效，为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营造了良好氛围。”戚弘超说，下
一步，省发改委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新闻宣传，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
播好，把高标准高质量推动海南经济
社会发展、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生动
实践宣传好。

省商务厅牵头承担了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的74项重要任务，商
务工作与群众生活紧密相连，与企业
发展息息相关，一策一举关乎经济发
展，深受社会关注。省商务厅新闻发
言人、副厅长陆敏说：“作为一名新闻
发言人，我要紧紧围绕全省商务中心
工作，点面结合做好自贸区自贸港商

务领域新闻发布工作，主动对外宣传
商务领域政务信息以及重大事件的
事实情况和处置措施等。更要创新
宣传手段，持续增强商务宣传工作的
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发言人在
新闻发布工作中，也要进一步了解民
情民意，问计于民，努力搭建省商务
厅联系群众、沟通媒体的桥梁。”

为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三亚作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一
直以来备受媒体的关注。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于三亚而言，意义不言而喻。
作为三亚的新闻发言人之一，市政府
副秘书长李武军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
精神，《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
体方案》以及中央有关部委出台的政
策制度，不断熟悉有关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的专业知识，时刻关注海南和国
内其他自贸区建设的情况。

李武军期待政府部门主动发声，
积极宣传其在制度改革创新、营商环
境优化、产业转型升级、旅游消费发
展、招商引才政策等方面的推进情
况，以及三亚在社会民生事业、扶贫
开发和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等方
面的工作情况。

“向社会公布发言人姓名、职务
及联系方式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敢于
直面公众关切的重大社会问题，有利
于树立开放、自信的政府形象。”卿志
军表示，新闻发言人能够及时回应公
众疑问，发布权威声音，表达政府诚
意，消除误解，化解摩擦，一方面能够
全面满足公众知情权，另一方面保证
社会形成共识，对社会舆论积极引
导，为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贸港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本报海口6月5日讯）

我省积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

主动发声 传播开放新形象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汪慧）记者日前从海南银行获
悉，该行已于 5 月 23 日正式推出

“海纳百川春雨1号”一年定期开放
式净值型理财产品，这是海南银行
净值型理财产品实现从无到有的
首次布局，也是省内法人银行机构
首款全面符合“资管新规”的净值
型理财产品。“海纳百川春雨1号”
为公募理财产品，于5月28日正式
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银行将把此
次发行理财产品所募集的资金投入
到“三农”领域。该行相关部门负责
人表示，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助力“三
农”发展，是该行探索金融服务“三
农”模式创新的一项具体行动。

与时俱进
发行首款净值型理财产品

“我行首款净值型理财产品具备

诸多亮点。”海南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按照监管导向，银行理财
产品从预期收益率型转为净值型，投
资者与理财产品以及投资资产的适配
要求已经明晰，海南银行“海纳百川春
雨1号”正是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完
全按照监管要求创设的一款产品，收
益通过产品净值体现，是该行净值型
理财产品发行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实
践。与此同时，这也是省内法人机构
首次发行净值型理财产品。

记者注意到，“海纳百川春雨1
号”延续了海南银行在理财业务方面
的传统优势，产品在发行次日即宣告
售罄，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

银行理财加速净值化转型的背
景下，商业银行在产品端与投资端均
竞相行动。海南银行此次积极适应
市场变化，推出净值型产品，进一步
丰富了海南银行理财产品体系。据
悉，截至4月30日，海南银行已经累
计发行277期理财，募集资金合计

148.5亿元，已到期理财产品236期，
所有已到期理财产品均按合同兑付
客户，为用户赚取了2.6亿元的收益。

致力创新
探索理财“支农”新模式

创新是海南银行首款净值型理
财产品的关键词。记者从产品设计
部门了解到，“海纳百川春雨1号”产
品不同于以往理财产品，其资产配置
积极支持我省农业企业，助推海南特
色高效农业做大、做强、做优。

“我们探索性地推出了‘支农’
理财模式，秉承产品资产配置精准
到行业、精准到企业，汇集和实现理
财资金向实体经济聚集。”海南银行
相关部门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海南
银行借鉴近几年支农经验，找准资
金需求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针
对性地帮扶。

这其中，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成为海南银行理财支农首批
受益企业之一。记者了解到，“海纳百川
春雨1号”将募集资金用于支持天地人
公司采购化肥等经营活动。海南天地
人通过“春雨1号”的融资利率低于普通
信贷利率，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三农”企
业融资贵的问题。据悉，天地人公司已
获得企业绿色评估认证，“海纳百川春雨
1号”也成为首款“绿色理财”。

“‘海纳百川春雨1号’是在新的
监管规制下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客户
的积极实践，为理财业务转型发展积
累了宝贵经验。”海南银行相关部门
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行“海纳百川”系
列理财已经启动后续发行计划，将参
照此次业务模式，实现理财资金向更
多“三农”企业、小微企业聚集。

支持“三农”领域，海南银行一直
在行动。凭借不断增长的信贷投入、
完善的贷款产品组合、合理的信贷政
策、不断下沉的服务，海南银行支持了
一批涉农企业成长壮大。

发行首款净值化理财产品,募集社会资金投入“三农”企业

海南银行创新金融服务惠“三农”

本报椰林6月 5日电 （记者孙
慧）海南日报记者6月5日从在陵水
黎族自治县召开的海南省创建森林
城市主题宣传活动上获悉，我省自
2017 年启动森林城市创建工作以
来，持续推进森林进城、森林围城和
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城市生态形象大
为提升，目前陵水、三亚、海口、昌江、
保亭、琼中、文昌等7个市县的森林
城市创建工作已取得林业主管部门
批复，森林城市创建实现零突破。

2017年9月，省委七届二次全会
通过了《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谱写美丽中国海南
篇章的决定》，提出了推进新型绿色
城镇化建设，打造一批具有海绵城
镇、智慧城镇特色的新型绿色城镇，
鼓励市县创建森林城市、湿地城市等
目标。我省各市县重视林业生态建
设，着力开展植树造林和湿地保护修
复行动，生态环境和城市竞争力明显
改善和提升。

在遵循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标准
的基础上，我省林业部门出台了《海南
省森林城市称号批准办法》，从申报创
建程序、考核指标体系和检查验收办
法等方面对省级森林城市、森林乡镇
和森林村庄创建工作进行了规范。

在省林业主管部门指导下，自
2017年起，海口、保亭、陵水、昌江、
琼中、文昌、三亚等7个市县相继申
报创建省级森林城市并获得原省林
业厅的批复同意。同时，陵水申报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获得国家林草局批
复同意。截至目前，全省7个省级森
林城市创建市县中，陵水已完成国家
森林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海口、
保亭、昌江、琼中等4个市县已完成
省级森林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虽然我
省森林城市建设已经实现零的突破，
但全省森林城市创建工作进展仍然缓
慢，各创建市县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把森林城市创建工作落实到位。

我省森林城市创建实现零突破

7个市县森林城市创建工作获批复同意

我省法院去年共审理
破坏环境资源
刑事案件500件
对非法采矿犯罪一般不适用缓刑

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王
烁）海南日报记者从6月5日召开的全省环境资源
刑事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8年全省法
院共审理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500件，严厉打击
环境资源犯罪行为，不断强化海南生态环境资源司
法保护力度。

据悉，我省法院办理的案件类型主要包括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
木罪，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
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猎捕、杀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等。特别是
在依法审理非法采矿刑事案件中，除犯罪情节
轻微或者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的从犯外，我
省法院坚持依法从严从快打击，对非法采矿犯
罪一般不适用缓刑，在判处被告人刑罚的同时，
提高罚金刑数额，加大对违法所得的追缴力度，
提高犯罪成本。

省高院还介绍，目前，全省设立环境资源审
判庭的法院已全部实现了环境资源民事、刑事、
行政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环境资源审判的
裁判尺度进一步统一。同时，按照海南五大河
流自然流向及四大自然保护区的辖区范围，对
环境资源案件分别由四家中级人民法院跨区域
提级集中管辖，有效破解了环境资源案件分段
治理和地方保护的难题。此外，海南法院还创
新环境资源裁判方式，普遍推开环境资源刑事
案件修复性司法，在审理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
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案件中，对判处缓刑的被
告人一律采用恢复性司法裁判方式，责令被告
人采用补植树木、恢复土地原状等方式修复被
破坏的环境资源。

◀上接A01版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要
结合自贸区和自贸港建设，围绕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围绕推进制度创
新、优化营商环境、调整产业结构、脱
贫攻坚等问题，围绕解决党的领导弱
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等问题，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临
的重大风险调整等，扎实深入调研，真
正把情况摸透，把症结分析透，对症下
药，务求实效。

狠抓调查研究，着力破解难题，
要总结运用调研成果，认真讲好专
题党课。细心梳理，精心整合，才能
让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问
题现象中找出一般规律。融入党
课，集体学习，才能让调研效果不断
放大，让党课更加生动鲜活有效。
当前，面对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这一
全新的事业，有些党员领导干部还
存在认识上的困惑、思想上的障碍、
观念上的偏差、能力上的不足。因
此，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要在学习调
研的基础上，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就
如何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讲好
专题党课，既要讲学习体会收获，更
要讲工作差距和改进措施；各级党
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在本地区
本部门本单位带头讲好专题党课，
其他班子成员要到分管领域基层单
位讲好专题党课；同时，还要鼓励普
通党员讲好“微党课”，真正使讲党
课的过程成为统一思想、深化认识、
增强党性、提升素质的过程。

守好传家宝，做足基本功，全面掌
握新现象新矛盾新问题，努力拿出新
办法新对策新举措，我们就一定能在
推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征程上快
马加鞭。

狠抓调查研究
着力破解难题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罗清锐 美编：孙发强公告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企业及从业人
员、广大人民群众：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
大部署，事关伟大斗争进行、伟大工程建
设、伟大事业推进、伟大梦想实现。为深
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省委、
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坚决打击住房城乡建
设领域涉黑涉恶犯罪行为，重点整治行业
乱象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我厅号召全省住房城乡
建设企业及从业人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
参与，检举揭发我省住建领域各类黑恶势
力性质违法犯罪活动线索：

（一）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强揽

土石方、劳务施工，垄断建筑机械设备租
赁和建筑沙石料供应的，强行收取“保护
费”、敲诈勒索、恶意阻拦施工的；

（二）在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中，
以威胁、恐吓、暴力等手段，强迫他人
接受限定条件或退出竞争的，强迫中
标人放弃中标或转包的，有组织地恶
意围标串标、强揽工程项目、强行推荐
设计、施工、监理队伍、强行肢解分包
工程的；

（三）在房产中介交易过程中，房
产企业违背购房者意愿，以胁迫方式
违法将未经竣工验收或质量不合格房
屋强行交付的，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
暴力驱逐承租人、发布虚假信息强迫
交易、非法集资、非法挪用或侵占客户
交易资金的；

（四）在房地产市场领域，采取殴打、
威胁等暴力手段或其他方式，垄断房屋
装修施工的，勾结社会闲杂人员滋扰业
主、煽动闹事、以暴力或以暴力威胁阻碍
项目建设的；

（五）在物业服务中，严重扰乱物业
服务市场秩序，恶意插手物业管理，以
非法手段强行进驻或阻碍物业项目正
常交接的，勾结社会闲杂人员滋扰业
主、扰乱小区管理秩序、侵害业主合法
利益、强制收取或敲诈业主及物业公司
钱财，强行指定装修公司或使用装修材
料的；

（六）在燃气经营过程中，欺行霸市、
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组织煽动闹事的；

（七）违规进行渣土运输，不按指定
地点倾倒建筑垃圾，采取威胁、恐吓、盯

梢、尾随等手段阻挠正常渣土施工、运
输，把控渣土运输，扰乱渣土市场管理
的；

（八）在城市管理执法过程中，采取
谩骂、威胁、恐吓等手段，煽动聚众闹事，
阻碍城市管理执法的；

（九）在城市公园、游园、风景名胜
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取保
护费的；

（十）强行插手占道经营、违法设置
广告牌匾；有组织的以非法手段阻挠城
市管理正常执法的；

（十一）在土地征收拆迁中，煽动闹
事、采取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强揽拆除
工程、恶意竞标、阻拦施工的；

（十二）在村镇规划建设管理中，恶
意强揽危房改造工程、强供建材，骗取农

村危房改造补助资格和补助资金，诱骗、
逼迫农户上缴回扣、税费、好处费、手续
费，违反危改资金使用有关规定，挤占、
截留、挪用专项补助资金的；

（十三）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干
预容积率调整、项目规划审批，实施违法
建设的；

（十四）在住房公积金使用方面，非
法中介协助缴存职工以虚假手段违规提
取住房公积金、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收
取高额手续费的；

（十五）棚户区改造征迁过程中存在
强拆行为，公租房存在违规转租转售现
象，申请保障房时通过不正当手段骗取
保障房资格的；

（十六）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党员干部
等公职人员包庇、纵容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关系网”
的；

（十七）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其他方面
的涉黑涉恶问题线索。

为畅通线索举报渠道，我厅设立了
举报电话、举报邮箱和信箱，对于举报材
料和举报人信息，我们将严格保密，依法
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一）联系电话：0898-65252822，
65364572；

（二）电子邮箱：hnszjtshb@163.com
（三）通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

路59号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设
执法稽查处；邮政编码：570204。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9年6月6日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企业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