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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李
磊）12月22日上午，省委深改办（自
贸办）在海口召开中国（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第六批）
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优化营商环境
11项制度创新案例。

此次发布的制度创新案例，均
按照“首创性、已实施、效果好、可复
制”原则，经过严格规范的报送及筛
选程序，通过第三方机构评估和专
家论证，从26家申报单位报送的57
项候选案例中优选出来。

这些案例包括：发行首单国有
土地承包金资产支持证券；创新不

同品种保税油品同船混装运输监管
模式；搭建会计师事务所准入和会
计师引进“直通车道”；创设“立、审、
执”一体化涉外民商事法庭；与平台
企业信息共享，实现税收征管“一次
不跑、一步到位、一站办结”；创新

“不征不转”等土地利用制度保障建
设项目快速落地；创建临床急需国
内未上市进口药品监管模式；创新
会计审计专业服务政府采购管理模
式；推行更广泛容缺办税；实施琼港
澳游艇自由行；率先建立帆船运动
旅游管理专项制度。

省委深改办（自贸办）有关负责

人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
省已分5批正式对外发布了56项
制度创新案例。一年来，海南以制
度创新深挖改革潜力、助力改革推
进、倒逼改革落地，营商环境不断
优化，社会治理水平得到提升，市
场主体活力显著增强。今年1-11
月，全省新增市场主体22.5万户，
同比增长 69.1%；新设外资企业
290家，同比增长101.39%；实际利
用外资 6.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4.67%；仅 11月当月，新设外资
企业36家，同比增长38.46%，实际
使用外资2.074亿美元，同比增长

332.99%。
该负责人表示，明年，我省将按

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以更加
开放的视野、开拓的思路、开阔的胸
襟，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发挥群众首
创精神，鼓励基层大胆实践，争取涌
现更多基础性、原创性、招牌性的重
大创新成果。

据悉，除了上述11项优化营商
环境的案例，第六批制度创新成果
中还有4项社会治理领域的案例将
于近期书面发布。

（相关报道见A04版）

以制度创新深挖改革潜力、助力改革推进、倒逼改革落地

我省发布自贸区第六批制度创新案例

红珊瑚国际音乐节
嗨动椰城
两天吸引观众3.5万人次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郭
萃 计思佳）12月21日至22日，2019
红珊瑚国际音乐节在海口海马文化广
场开唱。为期两天的音乐节中，22组
音乐人及乐队在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
盛宴的同时，也打造了一张海南“音
乐+旅游+体验”特色文化旅游名片。
据统计，2019红珊瑚国际音乐节两天
共吸引观众3.5万人次。

红珊瑚音乐节现场，醒山乐队、面
孔乐队、零点乐队、朴树、郝云等音乐
人和乐队开启音乐狂欢。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次音乐节以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为契机，借助当下年轻群体对音乐文
化和旅游目的地的需求，助推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建设。

本次音乐节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主办，海口市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协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全媒体运营中心承办，海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海南春
光食品有限公司、喜盈门国际建材家
具（海南）总部基地、一汽海马汽车有
限公司大力支持。

（相关报道见A05—A07版）

全球百强药企赛诺菲
进驻乐城先行区
建立首个跨国企业真实世界
研究中心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何
夏）12月20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以下简称先行区）与全球百
强医药健康企业赛诺菲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在先行区内挂牌成立“赛诺菲真
实世界研究中心”。同时人享医生集
团为助力跨国药企进驻乐城，挂牌设
立“人享医生集团（博鳌乐城）服务中
心”。两个中心的设立将有助于推动
先行区服务贸易的开展。

据了解，赛诺菲来自法国，是一家
逾百年经营享誉全球的国际化医疗健
康集团公司、全球医药百强企业。当
天成立的赛诺菲真实世界研究中心为
首个跨国企业在先行区内建立的真实
世界研究中心，将发挥先行区独特的
政策优势，利用先行区的真实世界临
床数据开展科研，为新药的审评迈出
坚实的一步。未来5年内，赛诺菲计
划引进20多种新药落地先行区。

我省市场监督部门创新审批模式
54家连锁店换证3天搞定

本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王雪梅）近日，在海口市
政府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审批窗口，海口易买连锁便
利店工作人员一边将54张需要注销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和签署的告知承诺书交给审批人员，一边拿回了新
颁发的54家连锁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没想到这么快就换好了54张证。如果按照以往
的办理方式，估计得用几个月的时间。”海口易买连锁
便利店相关负责人陈美池感慨道：“市场监管部门优化
服务，帮连锁机构解决了换证繁琐的大问题。”

怎样优化换证服务？我省市场监管部门针对问题，
探索推行“企业先行承诺、集中审核办理”的审批模式。

“‘企业先行承诺、集中审核办理’审批模式具有两
大创新点，解决了连锁企业因分布点较多而需要到各
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奔波换证、需要停业换证等问题。”
海口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办主任吴新霞介绍说。

一是实行定点定时统一受理、统一标准、统一发
放、统一回收。制定统一标准的企业告知书、承诺书，
采取一站式服务，统一集中接收、受理连锁企业各连锁
机构的食品经营许可申请材料。

二是实行告知承诺审批制。取消原审批前的现场
核查环节，改为书面行政告知，一次性明确告知企业监
管规则和违反承诺的后果，一个月内由企业结合实际
承诺申请事项所涉及的需现场检查的条件符合要求，
并签署告知承诺书。企业一旦作出承诺，市场监管局
即可当场核准，企业先行获得许可证。

按照这一新的审批模式，易买连锁便利店工作人
员近日向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审批窗口提
交了旧证注销申请和新证办理申请所需要的相关材
料，并拿回了需要企业签署的告知承诺书；3天后，同
样在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审批窗口，易买
提交了签署的告知承诺书以及54张旧证，当场领到了
54张新证。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中
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营造
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
的意见》。

《意见》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
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
就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经济已经成
为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
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充分发挥
民营经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

的重要作用，现就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
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提出意见。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新发展
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资
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

受到法律保护，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创
新、转型升级、健康发展，让民营经济
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企业创造
活力充分迸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更大贡献。

《意见》从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健全平
等保护的法治环境、鼓励引导民营企
业改革创新、促进民营企业规范健康
发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组织保障等
七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

（《意见》全文见A13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12 月 22 日 ，
2019 海南儋州国际
马拉松赛鸣枪开跑，
该比赛吸引了来自埃
塞俄比亚、肯尼亚、希
腊、美国等20多个国
家和地区，以及北京、
上海、广东等15个省
份的职业马拉松运动
员和爱好者参与。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激情奔跑
“马”上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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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规划3类20个重点园区，大力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图为已逐步在干细胞临床研究、肿瘤治疗等领域形成产业集聚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罗霞

稳中有进——刚刚公布的11月
份统计数据显示，我省经济运行总体
继续呈现这一态势，经济高质量发展
特征进一步凸显。

2019年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
年，是各项改革开放举措的落实年。
全省上下以“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抢
抓机遇，全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和自贸
港建设，坚决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形成了干事
创业的浓厚氛围，海内外对海南发展
产生了良好预期。

从指标看，从结构看，从趋势和
长远看，这是成色不俗的发展，也是
后劲不俗的发展——

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调结构、转动能成效显现，对外开
放持续扩大，市场主体迅速增长，各类
人才纷至沓来，发展质量明显提升。

从世情、国情、省情看，这一发展

成果的取得来之不易，鼓舞了斗志，
意义重要——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世界经济不
确定因素增加，转方式、调结构、换动
能仍处于攻关期，房地产调控“阵痛”
仍在延续……面对这些困难，海南抓
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勠力同心迎
接空前挑战，在高质量发展上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为加快推进自贸港建
设打下坚实基础。

抓机遇
高站位建设自贸试验区、自贸港

在海口江东新区展示中心的一
堵墙上，海口江东新区设立以来的大
事均被一一记载，几乎每隔十天半个
月，江东新区就有一个“大动作”。

火热的发展场景，一头连着自贸
试验区和自贸港的一份希望，一头用
投资、产业发展等推动着经济发展。

这是海南奋进的其中一个模样，
也是海南抢抓机遇、优化发展亮出的
一大招牌动作。

下转A02版▶

蹄疾步稳奔新程
——2019年海南经济发展综述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彭
青林）12月22日下午，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在海口会见了来
琼参加儋州国际马拉松赛活动的希腊
马拉松市市长斯特吉奥·齐尔卡一行。

刘赐贵对齐尔卡一行将马拉松
圣火送来儋州表示热烈欢迎。双方
愉快回顾了刘赐贵任厦门市市长时
两地推动马拉松赛事落地厦门并办
成“金牌赛事”的历程。刘赐贵指出，
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希
腊，两国元首在推进“一带一路”各领
域合作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此次
斯特吉奥·齐尔卡首次访华就到访海

南，将马拉松运动发源地的圣火送到
儋州，并推动两地缔结友好城市关
系，正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具体体
现，也是弘扬马拉松精神的重要行
动。近年来，我省海口、三亚、儋州、
万宁等城市积极举办马拉松赛事，参
与人群越来越多，赛事质量越来越
好。刘赐贵邀请斯特吉奥·齐尔卡
每年都来琼参与马拉松赛事活动，
进一步传播马拉松精神，提高海南
马拉松运动水平，打造金牌马拉松
赛事，共同为深化中希体育交流合
作和两地友好关系作出新贡献。

刘赐贵说，当前，海南正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主席的“4·13”重要讲
话和系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对标当
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加快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希望双方以体育合作为纽
带，不断增进海南与马拉松市交流合
作，并将合作拓展到旅游、文化、教育、
医疗等领域和希腊各地区，共享海南
改革开放发展新的重大机遇和成果。

斯特吉奥·齐尔卡对海南的邀
请表示感谢，对海南的旖旎风光和发
展成就表示高度赞赏。他说，马拉松
精神在于参与、毅力和不断挑战、战
胜自我。我们为马拉松深厚的历史

底蕴自豪，愿意为在中国扩大马拉松
运动的影响而努力。中国与希腊的
经济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为希腊
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对此
深表感激，希望与海南增进交流往
来，密切友好关系，拓展经贸、人文、
教育等各领域合作。斯特吉奥·齐尔
卡还邀请刘赐贵适时访问马拉松市，
探讨两地更多合作机会。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省
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何忠友，希
腊雅典马拉松组委会成员、驻中国
代表狄米崔斯·基里亚齐迪斯等参
加会见。

刘赐贵会见希腊马拉松市市长斯特吉奥·齐尔卡一行
李军到定安和琼中
调研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营根12月22日电（记者金昌波）12月22日
下午和晚上，省委副书记、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
挥长李军到定安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调研督导脱
贫攻坚工作，并召开县镇村干部座谈会，对“创优保优
大冲刺”迎考工作进行部署。

在定安龙湖镇里变村、琼中中平镇南坵村，李军认
真查阅脱贫攻坚中队工作台账等资料，并随机选择脱
贫户走访，详细了解生产生活、危房改造、教育医疗、产
业帮扶、收看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及帮扶责任人开展工
作等情况，核对扶贫手册、扶贫APP和家庭收入确认
表信息，与贫困户一笔一笔核实今年各项收入，现场纠
正漏填、重填各类数据错误。

在座谈会上，李军与帮扶责任人、脱贫攻坚中队长
等现场互动交流，检查责任落实情况，对迎考工作提出
要求。他指出，“国考”已经开始，第三方评估组即将到
定安县、琼中县进行定量考核。定安和琼中各级干部
要清醒认清形势，争分夺秒、竭尽全力查漏补缺纠误，
为全省“创优保优”作出应有贡献。要正视当前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一刻也不耽误地抓
整改。近期尤其要聚焦精准识别、精准退出、精准帮扶
特别是帮扶工作满意度，通过组织开好“会审会”“家庭
会”、互相交叉检查作业等方式，进一步排查风险点，抓
紧整改数据信息质量特别是线上线下数据不一致、账
实不符问题，真实反映产业帮扶措施及其成效。要坚
决按照省指挥部的部署要求，以严厉的免职警示教育
倒逼责任落实，坚决避免麻痹大意、松劲懈怠、作风漂
浮，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以最好的精神状态、
全优的工作成绩迎接第三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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