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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书记谈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邵长春）为贯彻落实
中央12号文件精神，放宽游艇旅游管制，创建法治化
的游艇产业发展和旅游消费环境，引导资本投资，释放
市场活力，鼓励和规范游艇租赁新业态发展，省交通运
输厅日前组织编制了《海南省游艇租赁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并于近日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办法》指出，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全省
游艇租赁行业管理工作。市、县、自治县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游艇租赁行业管理
工作。

从事游艇租赁业务的，应为在本省办理商事登记，
并经海事管理机构备案公布的游艇俱乐部（游艇会）。
应当向住所所在地的市、县、自治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提交相关材料，办理备案。

申请人可选择游艇租赁业务备案承诺制，并对具
备游艇租赁条件以及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书面承诺。
住所所在地的市、县、自治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场
受理，并于1个工作日内为申请人及其投入租赁业务
的游艇出具备案文件，并将备案文件抄送经营活动所
在地的市、县、自治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在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
进行核查，发现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或不按告知承诺
书履行承诺的，应立即收回备案文件，并将失信行为录
入申请人诚信管理档案。申请人5年内不再适用游艇
租赁业务承诺制备案。

《办法》强调，各市、县、自治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应及时公布游艇租赁业务经营者及其投入租赁业务的
游艇名单，并实施动态管理。未取得备案文件的游艇
俱乐部及游艇不得从事游艇租赁业务。

租赁游艇乘员实行实名制。游艇租赁业务经营者
应当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配备实名制管理所需的设
施、设备，并如实提供乘员身份和乘艇等信息。对身份
不明或者拒绝身份查验的，不得提供游艇租赁和乘艇
服务。

公众可在2019年7月12日前，通过以下途径和
方式提出反馈意见：（1）电子邮箱：xiaxi2009@126.
com；（2）通信地址：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政府办公大
楼506室（邮编：570204），并在信封上注明“征求意
见”；（3）传真电话：0898-65316692。

《海南省游艇租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申请人可选择
游艇租赁业务备案承诺制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莫光财 朱玉）7月4日，海
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南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电动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滴滴出行在海口签约，
宣布共同出资组建海南省级充电设施
投资公司。

海南省级充电设施投资公司是
以政府为主导，国有控股、市场化模
式运作的公司，主要开展充电基础设
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以及相
关产业领域的经营活动。根据相关
规划，到2030年我省充电桩累计要

达到94万个。
7月1日至3日，2019世界新能源

汽车大会在海南博鳌召开。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强调要加速推
进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相关产业发
展，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上半年，省政府相继出台了
《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和
《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
（2019－2030）》，海南成为全国首个
明确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时间
表和所有细分领域车辆清洁能源化路

线图的省份。
“车未到、桩先行”，充电基础设施

是电动汽车普及的基础和保障。海南
交控董事长黄兴海表示，按照省委、省
政府要求，海南交控主动谋划，积极联
合海南电网、南网电动、滴滴出行共同
组建海南省级充电设施投资公司，将
统筹负责全省充电桩投资运营，积极
助力全省推广清洁能源汽车工作。

其中海南交控是我省交通运输领
域的省属国有企业，近年来在新能源汽
车领域频频发力；海南电网是国内领
先的电力能源供应商； 下转A03版▶

强强联合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

我省组建省级充电设施投资公司

本报讯（记者林诗婷 通讯员齐
聪聪）7月2日，随着一架由柬埔寨西
哈努克港（以下简称西港）飞来的JC
国际航空客机平稳降落在三亚凤凰国
际机场，标志着三亚⇌西港航线正式
开通。该航线成为继金边后，三亚机
场开通的第二条柬埔寨航线。截至目
前，三亚机场东南亚航线网络已覆盖
新加坡、金边、曼谷、清迈、西港等5个
城市。

据悉，三亚⇌西港航线由A320
型客机执飞，每周执行3班，航班号为
QD336/7，于每周一柬埔寨当地时间
23时50分从西港起飞，次日北京时
间2时50分到达三亚；返程于北京时
间5时45分从三亚起飞，于柬埔寨当
地时间7时到达西港。

近年来，三亚积极加密国际航线
网络，推动出入境旅游市场发展。截
至目前，三亚市累计运行国际或地区
航线逾40条。

加密东南亚航线网络

三亚⇌西哈努克港
国际航线开通

本报海口 7月 4日讯 （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云蕾 杜春雨）7月 3日
15时许，随着一张提运单上顺利加
盖“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兰机场海关”
放行章，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新加坡酷虎航空有限公司在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的出口转关货物顺
利放行，标志着美兰机场首次完成
国内航司与境外航司联运转关出口
业务。

据了解，本次承运与以往国内段
与国际段均由一家航司的出口转关
货物操作不同，此次转关货物国内
段由中国南方航空负责，国际段由
新加坡酷虎航空承运。为保证此次
业务能够顺利开展，美兰机场在与
中国南方航空、新加坡酷虎航空进行
多次商讨后，制定了差异化操作规
程，成功完成国内航司与境外航司携
手联运的多元化业务拓展，为打造
联通国际国内的全球性商贸物流链
奠定了基础。

据悉，今年前6月美兰机场国际
货运吞吐量为 3024 吨，同比增长
49.78%。机场海关设置专人专岗，
采取预约通关、加急验放等措施全
力保障货物快速通关；美兰机场货
运有限责任公司采取舱单信息提前
申报、信息点对点准确传输等措施，
利用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政策，
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时效，优化口岸
营商环境，打造高效顺畅的国际中
转品牌，吸引更多的货物转运海口。

美兰机场首次完成
境内外航司联运转关出口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曹树育 朱莹莹 刘麟鑫

海南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动员大会召开以来，省财
政厅党组迅速行动，第一时间组织
召开全厅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学习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动员大会精神，印发主题教育实
施方案，全面部署安排主题教育工
作落实。

“全省财政干部将以抓制度创
新、抓政策落实、抓问题整改、抓干
部队伍建设为重点，积极打造新时
代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财政，努力成为全国财政
系统改革开放的窗口，为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强有力的财力

支撑和制度保障。”近日，省财政厅
党组书记、厅长王惠平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下一步，省财
政厅将紧紧围绕“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按照省
委“三个结合”“四个贯穿”的部署
安排，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学原著悟
原理，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全面激发
全省财政系统党员干部攻坚克难、
干事创业热情。

抓制度创新

如何将开展主题教育同完成当
前重点和财政业务工作结合起来、
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推动财政工

作发展？
王惠平说，“抓制度创新、抓政

策落实、抓问题整改、抓干部队伍
建设”是重要抓手。“我们通过抓制
度创新，打造新时代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财
政，把制度创新贯穿建设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财政发展的各环节，贯穿主题教育
始终。”

据介绍，财政厅通过召开理论
研讨会、开展专题调研等方式，围绕
优化营商环境、调整产业结构、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省委、
省政府重点工作，围绕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围绕
解决当前财政工作面临的税源少、
如何完成财政收入目标、县级如何
做好“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等，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开展调研，

真正把情况摸清楚，把症结分析透，
通过机制体制创新，拿出破解难题
的实招、硬招。

抓政策落实

在政策争取和落实方面，省财
政厅深入抓好省委、省政府“政策落
实年”活动落实，其中包括推动离岛
免税购物政策进一步调整完善、探
索试行自由贸易港财税政策等多项
举措。

“按照中央 12 号文件提出的
‘实施更加开放便利的离岛免税购
物政策’要求，在具备实施条件的区
域增设免税店，增加免税购物品种，
提高单件商品的免税限额，全面助力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王惠平表
示，同时省财政厅将探索试行自由
贸易港财税政策， 下转A02版▶

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惠平：

以主题教育为契机，打造新时代海南自贸区自贸港财政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赵优）7月4日，省政
协全体党员干部先后赴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冯
白驹故居、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海口市本立村等
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现场教学活
动，参观红色遗迹、学习红色历史、重温入党誓词、缅怀
革命先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毛万春参加学习并讲话。

在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大家为革命
烈士默哀，向琼崖革命先驱王文明、冯白驹同志塑像敬
献花篮并三鞠躬。面对鲜艳的党旗，毛万春带领全体
同志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大家参观陈列
馆，学习琼崖革命斗争的历史，并前往海口市琼山区云
龙镇冯白驹故居、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本立村等
地，参观聆听先烈光辉事迹，了解革命老村发展变化，
学习党在不同阶段的重要理论事迹。

毛万春表示，此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现场教学活动让大家十分受感染、受教育、受鼓舞。他
强调，要“不忘初心感党恩”，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
不倒”的光辉历史，源自于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坚定理想信念，要以主题教育
为契机接受党性洗礼，切实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
使命。要“牢记使命信念真”，海南建设全岛自由贸易
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对海南来说，“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就是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建功立
业。毛万春要求，要“从我做起最要紧”，把主题教育变
成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新
方位新使命，按照凝心聚力第一线、决策咨询第一线、
协商民主第一线、国家治理第一线的要求，把各项工作
做扎实。

省政协党组副书记马勇霞，党组成员吴岩峻、王雄
参加活动，省政协副主席史贻云、陈马林、侯茂丰参加
有关活动。

省政协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现场教学活动
毛万春参加学习并讲话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彭青
林）7月3日至4日，省委书记刘赐贵
赴京拜访部分国家部委，汇报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高标准高质
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展情况，争
取国家部委指导支持。

刘赐贵一行拜访了全国政协副
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
立峰，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财

政部部长刘昆，商务部部长钟山，海
关总署署长倪岳峰等。

刘赐贵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有关
部委给予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
支持表示感谢，汇报了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发表以来海南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工作情况，就事
关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全局
的重大政策制定落实、重大项目和资

金等方面的问题，与国家部委主要负
责同志进行深入座谈和沟通对接，积
极争取各方支持和帮助，就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G20 大阪峰会上

“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
程”的重要指示精神与有关国家部委
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需要重点支持
的具体事项和建议。

有关部委对海南蹄疾步稳地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良好开局给
予了充分肯定，一致表示，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是重大国家战略，将站在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
行“两个维护”的高度，坚决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海南积极研
究制定支持举措，共同推动各项政策
落地见效，支持海南在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同时，

有关部委对我省提出需要支持的事项
进行了认真研究，给予积极回应，表示
要在建设“智慧海南”，推动博鳌乐城、
洋浦等重点功能平台发展，谋划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举办国际旅游消费
年活动，以及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技术
人才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副省
长沈丹阳参加上述活动。

刘赐贵拜访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和部分国家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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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俯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多个建设项目正在抓紧推进。目前，先行区正式受理投资项
目71个，通过医疗技术评估38个，开工建设16个。据了解，作为我国首个以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低碳生态
社区和国际组织聚集地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级试验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已逐步在干细胞临床研
究、肿瘤治疗、医美抗衰和辅助生殖等4个领域形成产业集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博鳌乐城：
建设项目加快推进

瞰新闻

我省严禁布置要求
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
的暑假作业

家长们再也不用
做“家长作业”了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孙
慧）7月4日晚，央视《焦点访谈》栏
目播出《珍稀树种为何难逃厄运》报
道我省五指山市存在黄花梨遭遇盗
砍滥伐，森林资源监管节节失守等问
题。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省委
书记刘赐贵、省长沈晓明分别作出指

示批示，要求第一时间严查严处，并
在全省范围举一反三，全面检视此次
事件反映出的问题，抓好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建设，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保
护好海南的绿水青山。

当晚9时，副省长刘平治主持
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决定

成立省市联合调查组，对报道曝光
的问题，立即开展调查，对涉嫌违法
犯罪人员、涉案公职人员依法立案
调查，对违法犯罪人员从严从重查
处。举一反三，在全省迅速开展打
击破坏森林资源的专项行动，开展
黄花梨商品市场专项执法检查；立

行立改，在全省公安、林业系统开展
作风专项整治，建立健全森林资源
监管长效机制，守护好海南的绿水
青山。

省公安厅已对涉事的五指山市
森林公安局副局长刘文德停止执行
职务，并立案调查。

我省迅速行动立案查处
五指山市黄花梨盗砍滥伐问题

刘赐贵沈晓明作出指示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