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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周
元）3月11日上午，省委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举行第十次会
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
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部署下一阶段相关工作。省委书记、
省委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刘赐贵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
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海南实
际，慎终如始抓落实，毫不松懈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以实际工作成效为海南自贸港开局
营造良好氛围。

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沈晓明、李军，领导小组成员毛

超峰、蓝佛安、何忠友、童道驰、肖莺
子、肖杰、刘星泰、彭金辉、孙大海、胡
光辉、王路出席会议。省领导毛万
春、何清凤、许俊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我省疫
情防控工作总体情况、境外疫情输入
防控工作情况、健康一码通使用情况
以及我省农业农村和脱贫攻坚、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审议通
过了《关于全面细化落实疫情防控一
线城乡社区工作者关心关爱措施的
通知》《关于关心关爱医护人员和援
鄂一线医护人员返琼休整方案》。

刘赐贵强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湖
北疫情防控一线考察，给前线战疫将
士、湖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巨大的鼓

舞和激励。他的重要指示不仅是对
湖北的要求，也是对全国各级党组织
的要求。全省各级干部要坚决贯彻
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保持头
脑清醒、慎终如始，再接再厉、善作善
成，继续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
事和最重要的工作，不麻痹、不厌战、
不松劲，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
防控工作。

刘赐贵强调，要切实关心关爱医
务人员特别是冒着生命危险与死神
作斗争、与时间赛跑的我省驰援湖北
医务人员，以及奋战在我省疫情防控
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
干部、志愿者等。要严格按照中央规
定，对在抗击疫情中事迹突出、群众
公认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予以表
彰，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

刘赐贵肯定了我省前一阶段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成效，
分析了当前面临全球疫情增长的新
形势。他指出，海南作为正在加快推
进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开放高地，复工
复产复学等各项工作必须以做好疫情
防控为前提。要在科学分析、评估风
险的基础上继续有序有力推进复工复
产各项工作，妥善恢复开通国际航线，
研判合适时机，分阶段复学并实施最
严格防控，确保广大师生健康。要结
合全国、全世界的疫情形势分析，找出
我省在境外输入、复工复产人群聚集
等方面的短板，拿出有效应对措施，化
解风险点。要始终坚持疫情防控信息
透明，做到及时、公开、准确，坚持舆论
监督和正面宣传有机统一。

刘赐贵强调，要继续坚持不懈抓
统筹，把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与农业农村生产、复工复产

以及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自贸港三大主导产业发展的部
署要求一项一项落实到位。各专项
工作组要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的
作用，把责任层层落实到位，推动各
级各部门主动推进工作。要结合全
省正在开展的“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让广大
干部群众充分认识、理解和践行“统
筹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工作就是为自贸港建设作贡
献”，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实干、人人
奉献的良好氛围。

沈晓明就下一步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复学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副省长刘平治、苻彩香、沈丹阳、
冯忠华，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各专项工
作组组长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
议。

刘赐贵在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强调

慎终如始抓落实 毫不松懈抓统筹
以实际工作成效为自贸港开局营造良好氛围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况
昌勋）3月11日下午，省长沈晓明主
持召开七届省政府第45次常务会
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
示精神和全国进一步加强当前复
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精
神，研究《海南省危险化学品安全
提升行动方案（2020-2022 年，送
审稿）》《海南省土地领域突出问题
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方案（送审稿）》
等文件。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省安全
生产形势稳定，但是要从福建泉州

“3·7”坍塌事故中引起高度警觉，推

进复工复产时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
工作，特别是要警惕赶工期抢进度、
人员特别是技术工难以及时到位、
企业资金紧缺安全投入不足等因素
带来的安全生产隐患。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严格落实复工复产安全措施，扎实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强化各级领
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全省政府系
统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要负总责，
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坚决防控重大
安全风险。要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决不能因推动复工复产而降低
安全生产要求。要严格落实部门行

业监管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
必须管安全。

会议要求，要充分认识开展农
村违法占用耕地建房清查整治专
项行动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
性，站在增强“四个意识”、做到

“两个维护”的高度，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彻底
遏制乱占耕地建房蔓延势头。要加
快摸清底数、自查自纠，加强督导检
查、重点整治，研究完善政策、健全
机制，扎实稳妥推进专项行动。要
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强化

部门联动协作，形成行政处罚、刑事
追责、党纪政纪处分有效衔接的惩
戒机制。

会议通过《海南省关于国务院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检查反馈问题
整改方案》，要求切实压实市县主体
责任，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强化财
政资金监管，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会议通过《海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完善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研究了《海
南省加强和改进监狱工作的实施意
见（送审稿）》。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要求

严格落实复工复产安全措施 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海口 3月 11 日讯 3 月 10
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
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时发出“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
卫战”的总攻令，在海南广大医务工作
者和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坚定了海南人民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决心与信心。
大家纷纷表示，要再接再厉，为海南早

日取得抗疫胜利继续作贡献。

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交出人民满意答卷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一个个不畏艰
险，逆行而上的医务工作者展现了医
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医
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感动了中国，感
动了世界。

10日下午，在武汉会议中心，来
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医疗队队长通
过远程视频方式，收看了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作为我省
第六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长，海
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顾硕
也在其中。当习近平总书记为武汉、
为湖北、为中国加油时，他和全场所有
人一起激动地鼓掌：“整个会场掌声雷
动，我内心也涌出一股自豪感。”

下转A02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
重要讲话引发海南医务工作者和党员干部群众的热烈反响——

牢记嘱托，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

海航计划本月15日全线
恢复海南进出港航班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周炜）海南日报记者3月11
日从海南航空获悉，海南航空计划于3
月15日起全线恢复海南进出港航班，
打通“空中大动脉”，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提供航路“加速度”。

据悉，3月15日起，海南进出港航
线预计将达到110余条，每周执行航班
量近500个，将搭建起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南京、成都、重庆、西安、长沙、
沈阳、济南、昆明、兰州、乌鲁木齐等全
国39个大中城市至海南岛的空中桥
梁，极大提升游客及公商务人士进出海
南岛的通达性和便利性，完善枢纽航线
网络，提升海南旅游“人流”。

为助力复工复产、回馈社会，海南
航空还针对海南进出港航班量身定制
了优惠购票政策，旅客凡在3、4月期
间购票出行均可享受到优惠价格，减
少企业复工和旅客出行成本。

此外，海南航空同期上线了“助力
复工/出行无忧”系列活动以及“助力复
工/购票有礼”系列活动，助力旅客无忧
出行，增加海南岛进出旅客“人流”量。

今年前2个月海南网络
交易额293亿余元
实物型网络零售额
同比增长超30%

本报海口 3月 11日讯（记者罗
霞）省商务厅3月11日提供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2个月，海南实现网络交易
额293亿余元，其中实物型网络零售
额62亿余元，同比增长30%以上。

据统计，前2个月，海南实现网络
交易额293.4亿元。其中，网络零售额
111.44亿元，同比增长3.32%。在网
络零售额中，实物型网络零售额62.64
亿元，同比增长31.28%、增速比全国
快4.87个百分点；服务型网络零售额
48.8亿元。

2月，在抗击疫情中，海南实现实
物型网络零售额33.6亿元，同比增长
45.78%、增速比全国快 3.12 个百分
点，环比增长15.74%、增速比全国快
6.68个百分点。食品保健、3C数码和
家居用品居实物型行业前三，占比分
别为64.62%、10.22%和6.04%。

前2个月，海南农村网络零售额
13.71亿元，同比增长1.58%，其中实
物型网络零售额实现8.09亿元，同比
增长27.51%。

儋州出台招商引资新政
本报那大3月11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李珂）

儋州市近日出台《儋州市支持招商引资及产业发展政
策（暂行）》，其中鼓励引进国际知名免税企业，累计奖
励最高可达1亿元。这是3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
州市政府办公室获悉的。

儋州鼓励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注重对引进紧缺
行业企业的支持。经市政府认可、注册在儋的企业，引
进前2年年度营业额在全球排名前5的国际知名免税
经销商在儋州经营免税店，在签约并开工装修后将给
予引进免税店的企业（商场投资方）1000万元奖励，开
业后还将给予商场投资方租金奖励，以上奖励累计不
超过1亿元。引进影视动漫、演艺娱乐、名人工作室及
文化旅游类企业落户儋州，落户企业年营业收入达
1000万元的，将给予其引进方50万元一次性奖励，引
进多家可累积计算，3年内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加大力度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
业、热带高效农业等。经市政府认定的重大招商产业
项目，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亿元以
上的企业（机构），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给予
一次性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倾力支持科技创新。鼓励在儋州注册企业建立博
士后流动（工作）站，引进院士工作站，每建立或引进一
家奖励100万元，经审核后年研发经费投入超过50万
元的企业，运营前3年内奖励额度为审核后的研发经
费投入的50%，年度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不断推动总部经济的发展。对新落户的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企业，给予一次性300万元奖励；对新落户的
国际组织（机构）地区总部， 下转A05版▶

海口江东新区推出
全球投资服务热线
六组团三大产业板块面向全球招商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曹柳
孙叶）“您好，我们想了解下海口江东新区有关大空港
组团招商项目相关情况。”3月10日，海口江东新区管
理局推出全球投资服务热线，包括诺莱仕集团、海利
（海南）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等多家国内外大中型企业纷
纷来电咨询洽谈项目落地事宜。为加大招商力度，海
口江东新区当天还启动网上招商程序，六大组团三大
产业板块开始面向全球招商。

此次面向全球招商的六大组团包括：滨海生态总
部聚集中心、大空港组团、国际综合服务组团、国际文
化交往组团、离岸创新创业组团、国际高教科研组团。
涉及的产业板块包括：临空经济、经济服务、生态经济
等。临空经济板块中，主要招商产业门类包括航空食
品加工、航空维修、飞机租赁、飞机拆解、航空物流等。
经济服务涉及的产业门类为总部经济、现代金融、教
育、文化创意、数字贸易等。生态经济涉及的产业门类
包括都市农业、健康养生、旅游等。

根据海口市相关招商政策，进驻江东新区企业可
享受两大类近20项优惠奖励政策。新落户江东新区
的各类企业，可享受以下开办奖励：新落户的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可给予一次性300万元奖励；新落户的从事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综合型（区域型）总
部，承诺自注册成立之日起一年内形成地方财力贡献
不低于2000万元，给予一次性500万元奖励；新落户
的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等第二产业的综合型（区域型）总
部，承诺自注册成立之日起一年内形成地方财力贡献
不低于3000万元，给予一次性1000万元奖励；新落户
的高成长型总部， 下转A05版▶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3月11日，省新闻
办举行《海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
见》）新闻发布会。海南日报记者从
会上获悉，我省将分批次推进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把老旧小区改
造分为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三种
类型进行改造。今年全省计划改造
153个老旧小区、893栋住宅楼、建

筑面积247万平方米，惠及逾2万户
以上居民，目前已启动前期工作。

2019年，经各市县摸排统计，
全省于2000年前建成的城镇老旧
小区有1920个、17.36万套房、6000
栋楼、总建筑面积1609万平方米。
今年我省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列入省政府工作报告，欲通过老旧
小区改造改善城镇居民居住条件，
解决城市建设管理的难题。

《意见》明确，我省建成于2000
年以前、失养失修失管、建（构）筑物
破损老化、市政设施不完善、社会服
务设施不健全、环境脏乱差、公共设
施落后影响居民基本生活，居民改
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含单栋住
宅楼），将纳入改造范围。对于个别
市政设施不完善、公共设施落后影
响居民基本生活、居民改造意愿非
常强烈的建成于2000年以后的住

宅小区，也可纳入改造范围。
根据改造小区的不同实际情

况，依据居民不同层次的生活需求，
老旧小区改造可分为基础类、完善
类、提升类3类改造项目，在保持老
旧小区用地现状建设格局基本不变
的前提下，以局部拆建、加建、改建、
翻建等方式进行改造；重点对用电
抄表到户、配电房安全设施、房屋防
渗防漏、 下转A05版▶

我省今年计划完成153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将惠及逾2万户居民

时而跃水腾空，劈浪穿花；时而
娇姿绰约，披水回眸；时而浮波掠影，
嬉戏潜游……3月10日11时20分，
海南海口海警局某舰艇在琼州海峡
海域开展日常海上巡逻过程中，发现
前方有大量海豚跃出海面。

经观察，该区域约有60只至70
只海豚。因海豚群出现海域位于航
道附近，极易被周边过往船只碰撞，
为确保海豚群的安全，该艇决定减速
伴航，历时约1小时成功护送其至安
全海域。

海豚逐浪高
从容渡海峡

导读

A05

扫码看琼州海峡
出现海豚群视频
扫码看琼州海峡
出现海豚群视频

文/图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邹龙伟 李岩

省高院对昌江黄鸿发特大黑
社会性质组织案作出二审判决

维持原判，
“黑老大”死刑！

韵
春春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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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1日，市民游客正在海口市美舍河国
兴段沿岸的休闲散步。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3月8日，海口市石塔村附近一个小
型运动场重新有了人气。当天，海口发布
露天体育健身运动场所有序开放的通知。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3月11日，在三亚市凤凰路与新风街交叉口，车辆行人正在通行。受疫情影响而沉寂的三亚正在复苏。本报记者 武威 摄

3月11日晚，海口骑楼老街水巷口，部分餐馆、小吃
店恢复营业，烟火味渐浓。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 3月7日，游客在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体验水上项目，感受海洋魅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3月11日，市民游客在海口万绿园锻炼身体。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当疫情的“凛冬”逐
渐远去，城市的脉搏恢复
有力跳动，生活在这里的
人们已然苏醒。

看，道路上，车流人流
涌动，这是忙碌的姿态；
看，球场上，人们肆意奔
跑，这是拼搏的身影，看，
公园里，市民悠然漫步，这
是悠闲的身姿……这，都
是春的韵味——复苏。

复苏，因为众志成城
战疫取得阶段性成效；复
苏，因为在政府指导下，
各行各业生产生活逐渐
步入正轨；复苏，因为自
由贸易港建设正在加快
速度。

阳春三月，南海之滨，
活力十足的琼岛春风正
劲，春潮奔涌，春韵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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