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5月 13日讯（记者
罗霞 通讯员王雪梅）海南日报记
者 5 月 13 日从省市场监管局获
悉，今年以来，海南新增市场主体
总量持续增长，重点产业受到投
资者重点关注，其中4月新增市场
主体同比增长近四成。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不断

深入，“一网通办”“一窗通办”“一
次不跑”等改革举措给市场主体带
来实实在在的便利，提升了投资者
在海南投资创业的体验度和获得
感。今年1月-4月，全省新增市场
主 体 61451 户 ，同 比 增 长
11.75%。截至4月底，全省市场主
体超过96万户。

4 月 ，我 省 新 增 市 场 主 体
24642 户，同比增长 39.17%。其
中，新增企业10145户，同比增长
48.86%；新增个体工商户 14497
户，同比增长33.14%。4月新增市
场主体较3月环比增长44%，其中
企业环比增长23.66%，个体工商
户环比增长62.91%。

今年以来，我省互联网产业、
医药产业企业新增数量较多，前4
个 月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51.24%、
85.71%。“线上消费”“宅经济”等新
兴业态需求旺盛，网络购物、生鲜
电商、无接触配送、直播带货等快
速增长，一些以线下体验为主的企
业商户也纷纷转战线上销售。

其中

新增企业新增企业10145户户，，同比增长同比增长48.86%
新增个体工商户新增个体工商户14497户户，，同比增长同比增长33.14%

4月我省新增市场主体同比增长近四成
互联网产业、医药产业企业新增数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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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海南自贸港面向全球
招聘人才活动”，根据《海南省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
规定，经县委、县政府同意,决定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70名事业单位人
才。前期报名已结束，因工作需
要，经招聘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
定，延长本次招聘报名时间，报
名延长期限从 2020 年 5 月 11 日
9:00至 6月 10日 16:30。本次招
聘的具体职位、职数及资格条件请
查阅陵水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
告公示栏和“陵水发布”、“陵水教
育”、“河北医科大学就业指导中
心”等微信公众号。

咨询电话：陵水黎族自治县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0898-

83388471。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2020年5月12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2020
年面向全球招聘事业
单位人才公告（二）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彭
青林）5月13日，按照中央有关要求，
省委常委班子用一整天时间召开汲
取张琦案深刻教训专题民主生活会，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海南时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认真汲取张琦严重违
纪违法案件的深刻教训，举一反三、
以案促改，切实加强省委班子自身建
设，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加快推
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

省委书记刘赐贵主持会议并作
动员和总结讲话，中纪委国家监委、
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

会上，刘赐贵首先传达了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关于开好本次民主生活
会的四点具体要求：一是要持续深入
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
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2013
年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和2018年

“4·13”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查找问
题、认识问题、整改问题，以实际行动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二是要把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与推动海南大开放、大建
设、大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一手
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倡廉，确保
两条战线都取得丰硕成果。三是要
进一步落实各级党组织抓党风廉政
建设的主体责任和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的监督责任，切实以案警示、以案
促改，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四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在全面从
严治党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常委会
班子成员要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
进去、把职责摆进去，以身边事教育
身边人，向党敞露心声，养成良好家
风，防止“七个有之”、做到“五个必
须”，落实“党对高级干部的十点要
求”，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省委常委会把高质量开好这次
专题民主生活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严格按照中央有关要求认真准备。
会前反复酝酿会议方案，扎实组织专
题学习，集体开展警示教育，广泛征
求各级党组织、分管部门和党员干部

群众意见建议，深入开展谈心谈话，
省委常委班子及班子成员按照中央
要求认真撰写了对照检查材料，为确
保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出高质量、
取得好结果做了充足准备。

会议通报了省委常委班子会前
征求意见情况。刘赐贵代表省委常
委班子对照检查，并带头作个人对照
检查，班子成员依次发言，紧扣主题
查摆问题，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和
自我批评。大家在发言中对标中央
要求，把张琦作为反面典型，从思想、
政治、作风、能力、廉政等方面入手，
敞开心扉谈教训、查问题、找根源、提
出整改措施，自我批评不遮不掩、深
挖思想根源，相互批评直言不足、敢
于揭短亮丑，整改措施对症下药、务
实便于操作，总体上达到了汲取教
训、清污去垢、引以为戒、鼓舞干劲的
预期目的，为做好整改落实这个“后
半篇文章”奠定了良好基础。

刘赐贵指出，这次专题民主生活
会切实以案为鉴、以案示警、以案明
纪、以案促改，查摆问题全面，剖析根
源深刻，强化法纪意识，整改措施务

实，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洗礼，形
成了坚决落实中央要求、彻底肃清张
琦案恶劣影响、营造自贸港建设风清
气正政治生态的政治自觉和思想共
识，总体来说开出了高质量。

刘赐贵强调，党中央对张琦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完全正确、
非常英明。深入剖析和总结张琦违
纪违法案的根源和造成的危害，对各
级党员干部有重要的警示教育意
义。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
案实施之年，各级党委领导干部要深
刻认识张琦违纪违法行为的巨大危
害性，进一步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引
以为戒，做到警钟长鸣。一要在对党
忠诚上当先锋做表率，旗帜鲜明讲政
治，严守法纪为标尺，在贯彻落实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毫不含糊、不打
折扣。二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当先
锋做表率，筑牢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和政治之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用脑用心用情学习，推动学习贯
彻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三要在坚持廉洁奉公上当先锋做表
率，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心存

敬畏、管住手脚、守住底线、秉公用权，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把廉政
建设贯穿自贸港建设全过程，敞开胸
怀欢迎全世界投资者来海南投资兴
业、优秀人才来海南就业创业，确保
人才招聘公开公平公正。四要在抓
好家风建设上当先锋做表率，从自身
做起，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慎独慎初慎微慎友，注
重家庭家教家风，防止被围猎。五要
在狠抓整改落实上当先锋做表率，把
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问题整改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改
结合起来，与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实
际结合起来，严肃落实第二轮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抓好以案促
改，彻底全面肃清张琦案恶劣影响，
加快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六
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当先锋做表率，
省委常委要当好“第一责任人”，自觉
接受监督，坚决整改干部作风，持续
开展正风肃纪，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
推向深入，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
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省委常委班子召开汲取张琦案深刻教训专题民主生活会
刘赐贵主持会议并作动员和总结讲话

落实超常规举措 体现自贸港速度

毛万春到松涛水库调研检查时强调

提高认识
提升水库水环境质量

本报那大5月13日电（记者刘操）5月13日，省政
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松涛水库库区，调研检查全面推行
河湖长制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提升松涛水库水环
境质量，打造水清岸绿的良好生态环境。

松涛水库是全省最大的水库，担负着儋州、临高、
澄迈、海口等市县的工农业供水安全、生态安全和防洪
安全任务，是全省重点饮用水源保护区。毛万春深入
松涛水库大坝管理区，实地查看了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进展情况。调研组一行还在大坝码头登船巡查松涛水
库，查看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修复情况，听取河湖
长制落实、防洪工程建设有关情况汇报。

座谈会上，省河长制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反馈了松
涛水库管理部门在河湖长制工作落实过程存在的问
题。省政协人资环委相关负责人反映了松涛水库生
态环境存在的薄弱环节。毛万春指出，要进一步提
升认识，把管理保护河湖作为政治责任，把落实河湖
长制作为重大任务，确保松涛水库生态环境只能变
好不能变差；要树牢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坚决
抓好各类问题整改；要提高协调配合效能，齐抓共
管，形成管理保护整体合力，全面综合施策，做好松
涛水库流域水环境联防联控；松涛水库管理部门要
在管理机制建设上下功夫，以鼓励激励、容错纠错、
追责问责机制建设，激发职工的活力和动力。要注
重探索转化，学习先进经验，既要注重提升生态效
益，又要提高经济效益。

龙湖海口时代天街
打造TOD商业新地标

5月12日，位于海口市南海
大道的龙湖海口时代天街项目建
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全力以赴保
证工期按节点有序推进。截至目
前，项目已完成投资28亿元。

作为海南省重点打造的百亿
级项目，龙湖海口时代天街总投
资约115亿元。该项目以城西站
为TOD（公交优先发展模式，即
规划商业区时，公共交通使用最
大化的一种非汽车化的规划设计
方式）导向，将形成海口现代服务
业的重要商业新地标。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原
中倩 通讯员石俊）海南日报记者5
月13日从海南海事局获悉，该局对
标国际海事发展前沿形态，积极主
动作为，出台今年服务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工作方案，推出涵盖体制
机制创新、支持航运基础设施和能
力保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绿
色发展、强化安全监管保障等五大
方面16项具体举措，全力支持洋浦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枢纽。
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海南海

事部门将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国
际船舶登记制度，推动出台《海南
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登记特别规
定》。推动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国
际船舶登记中心，使用“中国洋浦
港”船籍港名称办理登记业务，支
持洋浦开展船舶融资租赁业务。

在航运基础保障设施和能力

建设方面，海事部门将支持洋浦建
设保税油供应基地，支持洋浦港口
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琼州海峡中水
道浅点疏浚工程建设，优化洋浦港
船舶锚泊和通航环境。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海事部
门将着力提高海事政务服务水平，
参与洋浦航运物流电子数据综合
信息港建设，支持洋浦建立国际航
运交易中心，创新船员管理及服务

模式。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
行海事政务服务“全省通办”。鼓
励开展船员培训国际国内合作，支
持洋浦地区设立船员培训机构，引
入高端船员培训资源，支持吸引海
员外派机构落户洋浦；推动国内航
行海船履约工作，实施海事劳工条
件检查，保障船员权益；推动落实
船员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推动港
口建设船员福利设施。

海南海事16项举措助力洋浦航运枢纽建设

本报讯（记者罗霞）省政府近日批
复同意继续延长境外游艇临时进出我
省东营等8个海上区域，期限自2020
年7月16日至2021年1月15日。

根据《国务院关于口岸开放的若干
规定》，按照《海南省对境外游艇开展临
时开放水域审批试点工作流程》，经征
询相关方面意见，省政府同意继续延长
境外游艇临时进出我省东营、博鳌、石
梅湾神州半岛、海棠湾、南山、龙沐湾、
棋子湾和临高角等8个海上区域。

省政府要求省口岸办公室督促相
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确保临时进出
我省上述8个非开放水域的境外游艇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
定，提前报告船舶进出港动态，做好游
艇在船人员管理，遵守国家通航管理
规定，确保船舶安全。

东营 博鳌 石梅湾神州半岛 海棠湾
南山 龙沐湾 棋子湾 临高角

我省延长境外游艇
临时进出我省
8个海上区域期限

我省新增7个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公
告，我省大坡胡椒、三门坡荔枝、云龙淮山、万宁槟
榔、琼海青皮冬瓜、琼海胡椒、澄迈无核荔枝等7个
海南地域特色农产品符合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程
序和条件，获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保护证书。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来，我
省加强农业品牌建设，发挥热带资源优势，有序推进区
域特色优质产业发展，将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工
作作为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和优势农业品种，提升农
产品品牌影响力，促进农业增效，乡村产业振兴，服务
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全省经农业农村
部登记保护的农产品地理标志 37 个，生产规模
16.4661万公顷，养殖规模698.37万只，年产量153.7
万吨。

2020年7月16日
至2021年1月15日

8个海上区域

期
限

海南脱贫攻坚、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棚户区改造等工作获国家奖励支持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
报，对2019年落实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有关重大政策
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213个地方予以督查
奖励，相应采取资金、项目、土地、改革先行先试等30
项奖励支持措施。其中，包括海南等14个省（区、市）
完成扶贫开发年度计划、减贫成效显著、综合评价好。

另外，海口等19个区域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显
著、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等相关政策措施社会反映好；琼
海等29个区域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积极主
动、成效明显。

在2019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认定为完成年度计
划、减贫成效显著、综合评价好的地方中，海南省位列其
中，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中将给予一定奖励。在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等相关
政策措施社会反映好的地方中，海口市位列其中。
2020年相关部委对海口等地优先选择为企业登记注册
便利化改革、企业年报制度改革、社会共治、企业信用风
险监管、大数据监管、信用修复等商事制度改革、事中事
后监管工作的试点地区；优先授予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
册权限；在国家广告产业园区认定中优先给予支持。在
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
地方中，琼海市位列其中。2020年相关部委将对棚户
区改造工作成效明显的地方，在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中
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
金时，给予适当奖励或倾斜支持；对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成效明显的地方，在安排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
金时，给予适当奖励或倾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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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月月，，我省新增市场主体我省新增市场主体2464224642户户,,同比增长同比增长39.17% 今年以来

我省互联网产业我省互联网产业、、医药产业企业新医药产业企业新
增数量较多前增数量较多前44个月同比分别增长个月同比分别增长
151.24%、85.71%

巍巍太行，绵绵吕梁，群山叠翠，汾河荡漾。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进农村、访农

户、看企业、察改革，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行调
研。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3年再次到山西考察调研。他深情地说：“到中央工作后，我一直关注
着山西。”

他对山西这些年来在脱贫攻坚、转型发展、综合改革、生态保护、民生事业、管党治党等方面取
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勉励山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高质量转型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努力蹚出一
条转型发展的新路子，乘势而上书写山西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蹚出新路子 书写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山西考察纪实

（A02版）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新海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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