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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行时

扫码看《群众信访举报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一览表（第十九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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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

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
安之若素……”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
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
系人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从“房住不炒”定位到房地产长
效管理机制，从住房保障到供应体系
建设，从易地搬迁扶贫到棚户区改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心系百姓安居冷暖，始终把“实现全
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作为一项重要
改革任务，全面部署、躬身推进。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新华
社记者在回访中看到百姓“梦圆安
居”的一张张笑脸，看到他们正在从

“新”出发，用双手、用辛勤的劳动创
造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故事一】“靠天吃饭”
的土族人搬新家置新业

浓烈的酒香扑鼻而来。在青海

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
彦村，55岁的吕有金正翻看家里电
热炕上几大桶酒糟的发酵情况。

吕有金家七八间房，盖得颇为讲
究，主房梁檐全部采用当地流行的木
雕油漆工艺。2016 年底搬进新居
后，他拾起家传酩馏酒酿造手艺，办
起了酿酒家庭作坊。

厨房煮着酿酒的青稞，主房摆着
十几坛酿好的酒。窗外，四分地的院
子，外墙绘着土族崇尚的彩虹图案，
分外醒目。

下转A03版▶

为了梦圆安居，创造幸福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住有所居”篇

扫码看文昌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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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上读

市县融媒行——文昌宣传周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当一名
宇航员，探索神奇的太空……”今年
暑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的瑶瑶来到文昌，参加航空航天主
题研学活动后，对航天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

文昌，作为全国第四座航天之
城，拥有唯一的滨海发射场。近年
来，得益于航天资源优势，文昌不仅
航天主题旅游逐渐兴起，各类航天产
业也在悄然集聚，文昌国际航天城建
设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商业航天和航
天数字经济发展势头正足。

海南日报记者8月8日从文昌
市政府获悉，受益于航天产业的发
展，今年上半年，文昌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137.21亿元，同比增长5.5%；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100.58亿元，增速
位居全省前列。

兴起航天旅游

8月 7日，文昌市龙楼镇，高空
俯瞰之下，文昌航天科普中心紧
邻风景如画的滨海航天发射场，
一批批游客在景区工作人员的引
导下，有序参观和体验航天旅游
项目。

文昌航天科普中心负责人马侠
介绍，此次接待上海夏令营团队约
90名小学生。孩子们除了参观航
天主题科普馆，还游览了文昌椰子

王国等景点，研学游深受学生和家
长好评。

“景区建设目前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旅游产品需要不断丰富，但‘文
昌航天’品牌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
游客接待量连年增长。”文昌市旅游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蒋胜利说。

在距离航天发射场约5公里的
地方，龙楼镇红海村委会下辖的好圣
村，一改以往贫穷落后的小渔村面
貌，成为远近闻名的航天科技小康
村，航天瓜菜育种、文昌鸡养殖、黑山
羊养殖、餐饮服务等产业兴旺，椰林
环抱的区块链餐厅，让航天育种瓜菜
和龙楼海鲜的美名传播得更广。

龙楼镇党委委员蔡飞燕告诉记
者，在航天效益带动下，当地有条件
的居民纷纷转行创业和就地就业。
截至目前，龙楼镇有商铺900多家，
其中酒店和宾馆32家，创造了5000
多个就业机会。“航天小学”“航天集
贸市场”“航天社区”等在小镇涌现。
龙楼镇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
的 5559 元增加至 2018 年的 1.5 万
元，年平均增长率13.2%。

催生投资热土

“航天，是文昌的金字招牌，更是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部署，省委、省政
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关注，我们唯有
全力以赴，担当使命，为文昌未来发
展插上腾飞的翅膀！”文昌市委书记
钟鸣明说。 下转A06版▶

（相关报道见A04版）

受益于航天产业的发展，旅游、投资、生态效应不断凸显

航天“引擎”助推文昌提速发展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我省移交
第二十八批290件群众信访举报件
第十九批移交的举报件已办结27件，
正在办理65件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生苟媛
媛）8月11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
移交第二十八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共290件，涉及各类
污染类型共676个。目前累计已移交群众信访举报件
3396件。

在第二十八批移交的群众信访举报件中，从污染
类型来看，涉及大气、其他、水、土壤、生态、噪声和海洋
等污染类型，数量分别为213个、177个、164个、67
个、24个、23个和8个。

此外，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移交
的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96件，今天也公布了办理
情况反馈：截至目前已依法办结27件，阶段性办结4
件，正在办理65件。

在移交的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96件中，重点
关注环境问题8件，普通件88件。按照要求，群众信
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将在报纸、电
视、网站等媒体上公布（详见A06版）。

（相关报道见A02版）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况
昌勋）8月11日下午，省长沈晓明在
海口拜会了率队来琼调研的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
郝明金一行。

郝明金对海南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

神、推动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
建设取得良好进展表示祝贺。他
说，民建中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认真
履行参政党职能，就推动海南建设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主题，来琼深入
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更加有针对性、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推动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作出积极贡献。

沈晓明介绍了海南贯彻落实
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的工作进展，特别是
调研组关注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他说，海南正在充分挖掘旅游

资源，加快规划建设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和环岛旅游公路等旅游吸引
物，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旅游
消费。

民建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世
杰，省领导许俊、苻彩香、蒙晓灵参
加拜会。

沈晓明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郝明金

位于文昌龙楼镇的文昌航天主题乐园（航天
科普中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我省商事制度改革又添新举措
10月1日起全省
推行滚动年报制度

本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王雪梅 陶永琰）我省商
事制度改革又添新举措。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出台《商
事主体滚动年报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自今年
10月1日起，在全省推行滚动年报制度。商事主体可
自主选择年报时间，任意选择一日作为申报日，任何时
间均可自主更正年报公示信息，休眠期间可免于报送
年报。

据悉，对年报制度进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
便利商事主体自主年报，降低年报成本，有效解决集中
年报的拥堵问题，实现精细化的管理和服务，强化商事
主体的主体意识，构建长效常态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规定》明确，可自主选择年报时间。年报时间不
再统一为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商事主体可任意
选择一日作为申报日，自申报日之日起两个月内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
告；未选择申报日的，自成立周年之日起两个月内报送
年度报告。自行确定申报日的，须满5年后方可申请变
更。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关管理企业不实行滚动年报。

需注意的是，暂不开展经营活动的商事主体无需
报送年报。同时，可自主更正年报信息。年报公示信
息更正不再限定于每年6月30日前完成。

此外，建立商事登记联络员信息库。由商事登记
联络员取代年报联络员，实行信息化管理。健全完善
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年报信息与税务、社保等相关职
能部门报送信息相同的，免于自行填报，实现数据同
源。建立健全市场监管部门与税务、社保等相关职能
部门的年报数据共享机制，建设并逐步畅通数据共享
渠道。

2018年度中国对外贸易500强
企业出炉

海南3家企业上榜
本报讯（记者罗霞）8月9日，中国

对外贸易500强企业排名发布暨海南
投资环境介绍会在海口举行。会议发
布了2018年度中国对外贸易500强
企业排名，海南3家企业上榜。

在2018年度中国对外贸易500
强企业排名中，海南3家上榜的企业
分别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石
化（香港）海南石油有限公司、海南逸
盛石化有限公司。

在海南投资环境介绍会上，海南
国际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
省投资环境和下一步招商工作思路。

据了解，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
500强企业的贸易总额占我国对外贸
易总额的35.1%。2018年海南外贸
进出口总值849亿元，较2017年增长
20.8%，比同期全国外贸增速快11.1
个百分点。东盟、美国、欧盟依然为我
省前3大贸易伙伴，外贸稳中向好的
趋势不断巩固，发展潜力不断显现。

南渡江（海口段）沿岸生态修复与
功能提升总体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系统解决沿岸
生态环境面临问题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吴淑
邦）《南渡江（海口段）沿岸生态修复与
功能提升总体规划（2019—2023年）》
近日通过专家评审。该规划将系统解
决南渡江（海口段）沿岸生态环境面临
的各项问题，全面优化提升南渡江（海
口段）江岸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育、
防洪调蓄、生态旅游、景观美化等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促进南渡江（海口段）
一江两岸生态、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该总体规划范围面积为4486.15
公顷。规划期限为2019-2023年，共
5年。专家认为，该规划编制对海口
国际湿地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还从水安全、产业发展、陆海统筹等
方面提出了相关修改意见。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时
丽艳）省发改委近日披露的信息显
示，2019年上半年，我省稳步推进
海南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
设，进一步推进物流业降本增效工
作，优化物流营商环境，现代物流业
实现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保持良
好的发展势头。

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额增幅
明显，完成社会物流总额3876.62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加
6.12%。其中：全省农产品物流总额
累计898.01亿元，同比增长3%，占
物流总额的23.16%；工业物流总额
988.48亿元，同比增长4.5%，占物
流总额的25.5%；外部流入物流总
额1977.40亿元，占社会物流总额
51.01%，同比增加10.2%等。

据透露，社会物流结构发生改
变。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

404.08亿元，同比增长9.5%。社会
物 流 总 费 用 与 GDP 的 比 率 为
15.14%，同比降低了 0.02 个百分
点，与全国物流成本差距进一步降
低。这表明单位物流运行效率持续
提升，物流成本稳步降低。

现代物流业经济贡献率提高。
2019年上半年，全省现代物流业增
加值79.9亿元，同比增长13.8%；占
GDP的2.99%，占服务业增加值的

5.13%，同比增加 0.28 个百分点。
现代物流业对 GDP 的贡献率为
7.21%，同比增加3.34个百分点。

港口与民航物流稳步增长。上
半年全省港口（含机场）共计完成货
物吞吐量 9955.4 万吨，同比增长
7.8% 。 港 口 外 贸 吞 吐 量 合 计
1224.23万吨，同比增长16.2%。集
装箱完成吞吐量130.5万 TEU，同
比增长17.5%。

总额增幅明显、结构发生改变、经济贡献率提高

海南现代物流业实现多点突破

“利奇马”致6省市
651万人受灾

共导致浙江32人死亡16人失联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二期项目顺利推进

文/本报记者 计思佳 郭萃
图/通讯员 苏弼坤

近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
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在加紧
施工。

据悉，该项目位于海口市滨
海大道，是去年11月28日海口集
中开工的项目之一。项目分为南
北两个馆，目前南馆施工已完成
70%，北馆完成20%，地下土建
工程全部完工，整体项目建设进
度已达到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