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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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进驻时间：
2019年7月14日－8月14日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898-66260662
专门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013号邮政专用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00～20：0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进驻信息

热烈祝贺
海口农商行营业部
喜获中国银行业协会2018
年度社会责任百佳“最佳社
会责任特殊贡献网点奖”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县级以上地方人
大设立常委会，是发展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要举措。40年
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履职尽责，开拓进取，为地方改革
发展稳定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新任务对人
大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地方人大
及其常委会要按照党中央关于人大工
作的要求，围绕地方党委贯彻落实党
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结合地方
实际，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

作，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
坚任务。要自觉接受同级党委领导，
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发挥人
大代表作用，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
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
祉。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法履职
能力和水平，增强工作整体实效。

下转A02版▶

习近平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栗战书出席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座谈会并讲话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刘操）7月16日至7
月18日，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调研组在琼就“深入开
展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重点提案开展专题调研。省
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调研。

7月17日上午，调研组一行深入海南通航飞行服
务站、美兰机场指挥中心、民航海南空管分局区域管制
中心，听取相关人员就我省深入开展空域精细化管理
改革试点工作情况的介绍。

7月17日下午，调研组一行与海南省领导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座谈。有关单位负责人汇报了我省空域精
细化管理改革的典型措施方法、取得的成效、相关需求
和建议，并进行了充分讨论与交流。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毛超峰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蒙晓灵
主持座谈会。

自2016年海南启动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试点以
来，相关工作有力有序推进，改革效果逐步显现。海南
省内4家机场积极配合，全力推进空域精细化管理工
作，机场空域容量及利用率显著提高，机场航班运行效
率持续提升，在空域统筹管理、空域灵活使用、空域结
构优化调整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会议指出，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试点实施以来，海
南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效十分明显。 下转A02版▶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
调研组赴琼调研
毛万春参加

本报保城7月18日电（记者金昌波）7月18日，
省委副书记李军深入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联系点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龙村、合口村，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在什龙村，李军实地考察南梗享水谷共享农庄项目
进展情况，强调加快建设进度，突出项目扶贫济困定位，通
过土地入股等有效方式，与村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在实
现良性运营的同时，带动周边贫困户和村民可持续增收。

在合口村，李军深入3户脱贫户家中实地查看，与
他们一项一项核对“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排查暨扶
贫对象“回头看”入户调查表，详细了解生产生活、教育
补助、医疗报销、饮水安全、危房改造等情况。每到一
户，李军还来到房前屋后，查看村容村貌、农村厕所改
造及生活垃圾、污水、畜禽粪污清理等，强调要做细做
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在下午的座谈会上，李军与县、镇、村三级党员干
部及村民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李军希望保亭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毫不松懈地抓好脱贫攻坚工作， 下转A02版▶

李军赴保亭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调研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记者
梁振君 王培琳 计思佳 通讯员李
加奎）7月18日上午，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五批）集中开
工和签约仪式在全省各市县同步举
行，共集中开工项目96个，总投资
372亿元；签约项目39个。

在当前全省正按照中央的统一
部署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之际，7月18日，我省举行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
五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式，目的是
为了牢记和践行使命，持续将中央

赋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
部署和省委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政策落实年”的要求抓细抓实，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下坚
实基础。

从投资规模上看，总投资50亿
元及以上项目1个，总投资65.4亿
元；总投资在10亿元-50亿元之间
的项目10个，总投资152亿元；总
投资在1亿元-10亿元之间的项目
45个，总投资131亿元；总投资在1
亿元以下的项目40个，总投资23.6

亿元。
从项目类型上看，涵盖了产业

发展、“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民
生公共服务等领域，项目质量进一
步提高，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其
中：产业发展项目 35 个，总投资
173亿元；“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
级项目32个，总投资107亿元；民
生公共服务项目29个，总投资92
亿元。

2019年5月19日以来，全省新
增市场主体 3 万户，同比增长
19%。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出席
海口主会场活动。省委常委、三亚
市委书记童道驰，副省长王路、刘平
治、苻彩香、冯忠华分别出席三亚、
陵水、儋州、琼中、文昌分会场活动。

省发改委负责人在仪式上介绍
了“四个一批”总体情况，海口市政
府、中核集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负
责人分别发言。海口市政府现场与
相关企业集体签约一批项目。

（相关报道见A03、A04版）

开工项目共96个，总投资372亿元；签约项目39个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五批）集中开工和签约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记者
梁振君 特约记者张振豪）海口海关
7月 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2019年上半年海南外贸进出口情
况。据海口海关统计，上半年海南
外贸进出口455.6亿元，占同期全国
外贸进出口总值的0.3%，同比增长
45.6%，增速快于同期全国41.7个百

分点（同期全国外贸增长3.9%），整
体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其中，出
口164.5亿元，同比增长46%；进口
291.1亿元，同比增长45.4%；贸易
逆差126.6亿元，扩大44.6%。

出口方面，上半年海南共出口
成品油83.2亿元，同比增长84%，
占同期海南省出口总值的50.6%，

拉动同期海南外贸出口增长33.7
个百分点，是拉动我省外贸大幅增
长的主要因素。进口方面，飞机和
消费品是海南省前两大进口商品。

上半年，海南有进出口业绩的
外贸企业数量为 494 家，其中
67.6%的企业实现了进出口值的正
增长。

据介绍，今年以来，海口海关大
力支持海南省内特殊监管区域发
展。上半年，海口综合保税区进出
口29.3亿元，大幅增长11.9倍。其
中，以平行进口方式进口汽车1.8
亿元，去年同期无进口记录；以跨境
电子商务方式进口2351.9万元，同
比增长22.5倍。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生苟媛媛）
18日上午，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第
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5件，涉及各类污染类型167个。

大气污染，依然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环境问题。
从污染类型来看，第四批75件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涉
及大气污染方面的信访举报最多，有47件；其次是水、
土壤、噪声、生态、海洋和其他等，分别为36件、30件、
20件、14件、13件和7件。

据统计，在群众信访举报件中，关于大气、水、土壤
等污染类型的投诉连日来持续增多。一些老百姓普遍
关注度高的问题，也是督察组重点关心的问题。按照
要求，群众信访举报件的办理情况，须在10天内反馈
到督察组，整改和处理情况要及时向社会公开。

继7月14日入驻海南省以来，督察组已累计移交
了225件群众信访举报件。与此同时，群众信访举报
件涉及到的各市县和各责任单位已按照要求立行立
改，持续推进整改进度。 （相关报道见A02版）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向我省移交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共75件，涉及各类污染类型167个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王培琳
通讯员 李加奎

7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项目（第五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
式在全省各市县同步举行。项目涵盖
了产业发展、“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
级、民生公共服务等领域，项目质量
进一步提高，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

据统计，去年11月28日迄今，海
南对标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
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持续滚动
谋划重大项目，先后举行五批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集中开工
和签约仪式，累计开工项目554个，
总投资 2485亿元；累计签约项目
272个。这些项目的实施，对调结
构、稳增长、推动海南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迈上新

台阶意义重大。

建设火热
大批企业纷至沓来

盛夏的海南，项目建设热潮持
续。

“我们今天开工的是2019年海
口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项目，
公司计划今年下半年在海口建设
2000多个公共充电桩，建成后可满足
1105台电动汽车充电需求。”今天上
午，海南车库电桩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高玮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透露。

谈及海南正在推进的清洁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规划，高玮表示非常
看好该项目在海南的发展。“今年我
们将在省内其他城市进行公共充电

桩建设，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预计
在海南全岛建设1万多个公共充电
桩。”高玮说。据悉，该公司将有计
划地在海南探索“储能”产品的应
用，对于小型清洁能源汽车用户，可
以为其提供“充电宝”类型的充电服
务，并在适当时机推广。

柬埔寨嵘德生物医药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万德说，公司今
天与海南签约，决定共建生物医药
产品临床前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研
究中心。柬埔寨嵘德集团与海南省
药物研究所将共享技术，利用各自资
源共同建设1万头食蟹猴实验动物
生产基地，以及以实验动物资源为基
础的生物医药相关产品临床前有效
性及安全性评价研究平台，并在具备
一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资源整合，
建设省内领先的集产学研一体的生

物医药产品研发试验基地。
“这是公司在海南开展的第一个医

药合作项目。海南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本身也是生物医药研究的重点基
地，在海南研发生产医药产品有很多优
势，希望双方资源共享，创造出更多的
医药新成果。”董万德对此充满期待。

省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6月底，前四批集中开工项
目年度投资综合完成率为45.3%。
2019年5月19日以来，全省新增市
场主体3万户，同比增长19%。

聚焦“三重”
持续优化投资结构和质量

展望未来，海南将着力聚焦重点
项目、重点企业、重点园区，不断优化
投资结构和质量，为高标准高质量建

设海南自贸区自贸港打下坚实基础。
“对于本次开工的项目，要进一

步压实责任，按时间节点加紧推进
项目建设，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如期
竣工开业。对于签约项目，要在把
好生态环境关、投入产出效益关的
前提下，各类审批要提速，加快项目
落地开工。”省发改委主任符宣朝
说，要围绕抓好重点项目推进、发展
总部经济和服务好市场主体三个重
点，在全省持续开展服务项目、服务
企业、服务基层“三服务”活动；以前
瞻性眼光谋划和储备一批重点项
目，瞄准未来需求充分研究论证，滚
动做好项目储备和产业培育。要重
点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
术产业和热带高效农业等产业，逐
个产业滚动谋划、引进和储备重大
项目。 下转A03版▶

去年11月迄今，海南集中开工项目554个，总投资2485亿元；集中签约项目272个

跑好项目建设“接力赛”积蓄持续发展新动能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毛永翔）海南日报记者7
月18日从海南省新开业企业和新
增注册市场主体情况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我省积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
上半年全省签署各类投资合作协议
84个；今年以来累计开业重点企业
39家，实现营业收入150亿元。

据统计，上半年，全省签署的各
类投资合作协议中，19个项目已落
地，占23%；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63家，同比增长254%；实际利用
外资1.6亿美元，同比增长3.6倍。

自5月18日以来，我省新增北
京凤凰智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海口
分公司、海南隆众申亚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下转A04版▶

上半年我省签署投资合作协议84个

今年以来
39家重点企业开业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记者
罗霞）7月18日举行的海南省新开
业企业和新增注册市场主体情况新
闻发布会介绍，自今年5月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四批）集
中开工和签约活动举行以来，我省
市场主体总量稳步增长，近两个月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3万户，私营企
业比重持续放大。

5月18日以来，全省新增市场主
体中，企业0.9万户，个体工商户2.1
万户；平均每天新增527户。新增私
营企业占新增企业总量的89.77%，
采矿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等增幅靠前。第二产
业增幅明显，就全省新增市场主体
产业结构来看， 下转A04版▶

近两月
新增市场主体3万户

■ 本报记者 李磊 实习生 谢国柱

6月 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
“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举行
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

党必须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
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在7月 15日下午举行的省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会上，
省委书记、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组长刘赐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
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全省党员、
干部的终身课题，以自我革命的精
神，刀刃向内真刀真枪解决问题，坚
持把“改”字贯穿始终，勇担推进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

主题教育是重实际、求实效，还

是走过场、做样子，主要就看整改落
实做得怎么样、有没有行动自觉。
我省开展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以来，将“改”字贯穿主
题教育始终，及时列出整改清单，深
刻检视剖析，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并
把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为检验主题
教育成效的标准。 下转A05版▶

我省开展主题教育以来，突出目标导向求实效，把整改落实贯穿始终

以自我革命的精神 正视问题狠抓整改

进出口 165.2亿元
同比增长28.9%

上
半
年

出口连续7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儋州进出口216.5亿元，同比增长46.5%
海口进出口 170.1亿元，同比增长44.7%
三亚进出口36.8亿元，同比增长40.5%

一、二季度海南外贸进出口均保持增长态势 其中

共有14个市县有外贸进出口
5个市县出现下降

9个市县实现正增长

儋州（含洋浦）、海口和三亚
居进出口值前三位

进出口增幅均超过四成

澄迈、陵水和东方也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

其中，对东盟进出口126.9亿元，同比增长54.8%

东盟已成为海南省第一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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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上半年海南外贸进出口455.6亿元
同比增长45.6%，整体呈现稳中有进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