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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
头苦干”的特区精神，进一步激励各地
区、各部门、各单位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高标准高质量加快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经中央批准，海南省委、省政府
决定启动第一届“海南省改革和制度
创新奖”评选工作。现将评选表彰活
动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标准

（一）对标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
形态，在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和障碍、
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建立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进程中实现创新突破，在国内属于
首创，取得明显的经济社会发展成

效，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示范引领效
应。

（二）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领域、关键环节
实施的改革实践和制度创新，取得明
显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在全国相关
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

（三）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自
由贸易港建设中实施的改革实践和制
度创新，取得较为明显的经济社会发
展成效，在全国相关领域有一定影响
力，在海南省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和示
范带动效应。

二、申报评选范围

（一）2018年4月13日至2019年
12月31日期间实施的，受到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相关部门表彰推广的海

南省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案例；
（二）2019年度海南省分6批正

式向社会发布的 71 项制度创新案
例。

三、申报要求

（一）各市县、各单位凡符合申报
条件的，均可向省委深改办（自贸办）
直接申报。涉及2个及以上参与单位
的项目，联合向省委深改办（自贸办）
申报。

（二）各申报单位要对照评选标
准，认真填写申报书，准备申报材料，
按规定时间进行申报。对推荐参选的
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项目主要参与人
员要认真考察，多方面听取意见，确保
经得起检验。

（三）请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

省委深改办（自贸办）制度创新处报送
纸质版10份、电子版（刻光盘）1份。

四、评选程序

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评选程
序包括：材料初审、专家评审、征求意
见、报审和公示等环节。拟表彰人员
名单在省级主流媒体上向社会公示，
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五、评选表彰

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设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对获得海南
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的人员，组织
召开表彰大会，为获奖者颁发证书
和奖金，并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发布
表彰决定。

六、申报截止时间

2020年3月20日17时（超过截
止时间的不再受理）。

七、申报受理联系方式：

电 话：65929109、65929296
邮 箱：zmq_dongtai@163.com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69号海南省委12号楼107室

中共海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办公室

中共海南省委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由贸易港）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3月12日

关于开展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评选表彰活动的公告

我省已连续22日确诊病例零报告，疫情
持续处于低位。但全球疫情快速发展，有
110多个国家发现确诊患者，预计四个重点
疫区国家疫情短期将难以遏制，目前全国多
个省市已报告入境输入确诊病例，说明境外
输入形势严峻，防境外疫情输入已成为重中
之重。为此，防控建议如下：

一、在疫情还未终止前，仍应提高警惕，
坚持依法防控、分区分级、精准施策，提高防
控的科学性、针对性、精准性，在复工复产的
同时加强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单位管
控，以巩固防控成果。

二、严防境外输入。必须建立较长期有
效机制，并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发现与控制输
入疫情，防止由输入引起本地扩散。

三、严防输出。各市县应切实发挥健康
一码通管理作用，践行“健康出行，一码当
先”。同时还应确保黄码和红码人员不流入
其他省市。

四、毫不松懈抓落实。在我省全部市县
均降为新冠疫情低风险区的情况下，各行各
业及群众对新冠肺炎防控意识仍需加强。建
议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在抓
复工复产的同时，守牢防控底线，慎终如始。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每日流行病学风险提示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何万常 林晓云

200米长的街道灯火辉煌，人来
人往；78家商户复业，紫薯花生馍、
铁板香豆腐、陵水酸粉、儋州米烂等
海南地方特色小吃，令市民大饱口
福。近日，儋州城区那恁夜市逐渐恢
复往日热闹。

儋州市民喜爱夜间消费。但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儋州市区一度街
道空荡荡，餐饮店、海鲜城等关闭，夜
经济“熄火”。从3月7日夏日国际商
业广场的餐饮店全面开放堂食开始，
到3月9日那恁夜市、西部众人海鲜
广场复业，儋州夜经济重新“闪亮”，
城市生机旺盛。3 月 12 日，全市
1623家餐饮企业全部复业。

2月 29日，儋州市被列为新冠
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儋州市委市
政府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统筹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发
挥百万人口优势，鼓励市民消费，拉
动经济恢复发展。迅速出台《儋州
市促进夜间消费扶持政策》，首次大
力度奖补夜间消费经营企业，扶持
品牌餐饮、24小时实体书店、24小
时便利店等优质业态，以及统一收
银的夜间示范街区或智慧商圈；补
助新建的夜间消费项目，奖励主题
乐园、沉浸式话剧夜间文化艺术项
目；在不影响市容市貌的前提下，允
许有条件的夜间示范街区等设置

“外摆位”。3月8日傍晚，儋州市委
主要负责人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到
刚复业的夏日国际商业广场美食一

条街堂食，点餐打火锅尝美食，以实
际行动鼓励广大市民在做好防疫前
提下大胆岀门消费。

3月9日，市民最喜爱的儋州特
色夜市——那恁夜市复业，各美食店
摊前人流不小。每位摊主都戴口罩
和一次性手套，都有健康码。那恁夜
市有关负责人肖伟说，对租赁摊位的
商户免除2个月管理费，每天多次对
经营区消杀。王美俏是“儋州俏鸭
头”摊位的商户，她熟练地给顾客打
包鸭头，“今天生意蛮不错，一切都会
好起来。”

大型商业综合体恢复人流，城市
热点商业区域重新被激活，给市民带
来多彩生活。夏日国际商业广场是
儋州大型商业综合体。“我们为出示
海南健康码的客人提供美食。”一家

餐饮店店长陈朝义说，目前控制客
流量，每天最高的接待量不超过餐
饮店设计容量的一半。现在餐饮店
整体营业情况，恢复到疫情之前的
50%以上。

“我们很快能满负荷接待客人。”
夏日国际商业广场总经理助理何婷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截至3月12日，
购物中心餐饮店23家，夏日天地餐
饮店63家，基本上都已复业。

新建成的大型消费项目，虽然受
到疫情短暂冲击影响人气，但迅速复
业后，变成儋州市民的好去处，成为
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位于
那大迎宾大道的儋州西部众人海鲜
广场，是海南自贸区集中开工项目
之一，2019年12月底建成开业，可
同时容纳6000余人用餐，是目前海

南西部最大的开放式海鲜广场，填
补了海南西部缺乏大型海鲜消费中
心的空白。3月12日，一家海鲜加
工档口的老板说：“今天有 5 桌客
人，大部分都是老客。以后新客会
越来越多，生意会越来越好。”西部
众人海鲜广场的负责人陈才刚表
示，相信很快会恢复到开业时宾朋
满座的盛况。

此外，在旅游方面，儋州也出台
举措刺激消费。该市整合影院、酒
店、餐饮、景区、购物等资源，近日推
出“苏小坡游儋州消费套餐券”。市
旅文局整合东坡书院、石花水洞、海
南热带植物园3家3A级景区，筹备
发行2020儋州旅游年卡，鼓励市民
旅客旅游消费。

（本报那大3月13日电）

儋州出台扶持措施促进消费，1623家餐饮企业全部复业

人气渐复苏 夜经济回温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侯赛）省卫健委
发布，截至3月13日24时，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确诊人数168例，新增确诊0例，住院人数2例，
重症人数0例，死亡人数6例，出院人数160例。

截至3月13日24时

我省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168例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程媚）海南日报记者从省
商务厅获悉，我省餐饮业复工复产工
作有序推进，截至3月13日，全省4
万余家餐饮经营主体中，已有2.5万
余家营业，复工率为64%。

海口1.5万家餐饮经营主体中，
营业 9750 家，复工率 65%；三亚
8596家餐饮经营主体中，营业3868
家，复工率45%。

省商务厅积极联系省酒店与餐
饮行业协会，做好疫情防控宣传指

导，及时发布相关防控信息、发起复
工复产倡议，征集近百家餐饮企业信
息发布《疫情防控期间海南省供餐外
送服务企业名录》，鼓励企业调整经
营策略开展多元营销；发动餐饮企业

推广使用健康码，消费信息“码”上可
查，积极整合健康一码通业务资源，
将餐饮企业信息及数据导入健康码
数据平台。

针对目前餐饮堂食消费人气不

旺的情况，省商务厅引导餐饮企业加
强与互联网订餐平台合作；促进餐
饮、快递等企业之间资源共享，推动

“中央厨房+线下配送”“不见面”“无
接触”配送等新经营模式；推动电商

平台支持餐饮企业发展。
此外，我省积极从政策支持、防护

物资保障等方面，帮助餐饮企业渡过
难关；支持企业在疫情期间采用线上
方式开展“一企一策”职工技能培训。

我省2.5万余家餐饮经营主体复业
复工率64%

省指挥部在海口调研
疫情防控工作和生产生活秩序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陈雪怡）3月13
日，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到
海口的超市市场、社区小区等处，调研疫情防控工
作落实和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情况。

副省长、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副总指挥王
路率队调研。

“进入商场、小区有什么要求？”“超市、商铺客
流量和销售额如何？”“社区、小区有没有发热居民
或者境外人员？上述人员的疫情防控工作怎么
做？”……省指挥部一行先后前往大润发国兴店、
国兴城A区、北胜农贸市场、府城社区等处，实地
查看了解防控流程措施、复工复产情况、重点人员
管控工作等，指出要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有序推进
复工复产，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防控
不放松的基础上，超市市场等行业企业要控制人
流密度，稳妥复业复市，推动恢复生产秩序；社区
小区等基层单位要畅通进出通道，管好重点人员，
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相关部门要切实落实部署要
求，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 本报记者 袁宇

近日，万宁天气晴好，不少市民
走出家门，踏青购物，享受春光。3
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首创
奥特莱斯旅游购物城看到，戴着口罩
的游客在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后，
经过消毒通道后进入商场“买买
买”。商场内，一处以红、黄、白、粉等
各类玫瑰布置而成的主题园区吸引
了不少游客拍照“打卡”。

“40多天没出门，早就想出来透
透气。”自驾来“买买买”的万宁人林
小慧在玫瑰主题园中寻找到满意的
背景自拍“打卡”。她告诉记者，海南
疫情防控分区分级区域图全变“白”

了，而且进商场前经过很严格的检
查，还是比较放心的。

据了解，万宁首创奥特莱斯自2
月24日恢复营业后，推出了多项优
惠措施吸引游客前来购物，初步有了
成效。总经理侯京莉向记者透露，商
场内目前已有超过160家品牌门店
开业，“这些门店开业后，推出了很多
优惠折扣吸引游客消费。我们日接
待游客近2000人。”

与首创奥特莱斯相距不远的兴
隆热带植物园在 2月 25日开门营
业。作为4A级景区，兴隆植物园为
入园参观的游客提供了诸多贴心的
服务。园区内电瓶车不再拼团，家庭
游客享受“包车”服务，园区讲解员为
游客提供“一对一”服务。

记者从万宁市旅文局了解到，受
疫情影响关闭近一个月后，兴隆热带
植物园、东山岭文化旅游区2家4A

级景区已有序开放，兴隆康乐园温泉
高尔夫球会、神州高尔夫球会、山钦
湾高尔夫俱乐部3家高尔夫球场复
工开放，此外全市109家宾馆、酒店、
旅租、民宿恢复营业。

在疫情中，旅游景区景点及涉旅
企业受影响较大。该市除组织涉旅
企业、景区景点有序复工开业外，也
正对全市涉旅单位进行走访调研。

“结合目前旅游市场形势，我们

计划将市内旅游资源联动起来，推
出如‘住宿+游览’‘住宿+购物折
上折’等旅游套餐，让游客享实惠，
帮旅游企业抱团取暖。”万宁市旅
文局局长吴少雄透露，该市还计划
加密市内旅游班车频次，让游客走
出高铁站，就能够方便地搭乘公共
交通前往市内各景区景点及旅游
度假区。

（本报万城3月13日电）

万宁景区景点纷纷复业，游客逐渐增多

优惠折扣引人来 踏青购物享春光

我省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域
异地管辖改革方案出台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侯
俊杰）海南日报记者从省高院3月13日下午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从今年5月1日起，海南法院将
在全省开展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域异地管辖改革。

根据公布的改革方案，全省分为省一中院、省
二中院、海口中院三个片区。海口中院管辖的一
审行政案件，集中由省一中院管辖，海口地区各基
层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继续实施“轮转式”
异地管辖，各法院之间的管辖关系暂不调整。

省一中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保持现有管
辖工作格局不变。其辖区各基层法院受理的一审
行政案件实施“轮转式”异地管辖，管辖关系为：文
昌→琼海→万宁→陵水→保亭→五指山→琼中→
屯昌→定安→澄迈→文昌。

省二中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保持现有管
辖工作格局不变。其辖区各基层法院受理的一审
行政案件，分南北两个片区实施“轮转式”异地管
辖。北部片区管辖关系为：儋州→洋浦→临高→
儋州。南部片区管辖关系为：昌江→东方→乐东
→白沙→昌江。

三亚中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根据原告选
择，由海口海事法院三亚法庭、二中院管辖。三亚
城郊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保持现有管辖工
作格局不变。

此外，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一并与行政诉讼案
件实行“轮转式”异地管辖。三沙两级法院、海口
海事法院管辖的行政案件以及环境资源、知识产
权等集中管辖的行政案件，保持现有管辖工作格
局不变。

据悉，在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改革中，海南省高
院没有采取全国多数法院实行的相对集中管辖，
而是根据海南省管市县的行政体制，开创性提出
了“海南方案”，即轮转、集中与选择相结合的异地
管辖。“海南方案”的特点之一，是赋予并保障起诉
人选择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搞强制和

“一刀切”，以异地管辖为原则，属地管辖为例外。
在原告在起诉时，要向其释明异地管辖的相关规
定，经释明后原告坚持向属地法院起诉的，应当依
法受理。同时充分贯彻了“两便”原则，既达到了
排除地方不当行政干预的目标，又促进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

“小调整”带动“大变革”的功能。

又见游人归

3月12日，定安县
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
恢复开放，迎来第一批
游客。

据了解，随着我省
多地旅文部门发出旅游
景区有序复工营业的通
知，各地多个景区陆续
开门迎客。各景区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
工生产，迅速回归到旅
游市场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