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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我为加快推进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持续
营造关心、支持、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省委“我为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
献”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
委网信办决定开展“我为加快推进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献计献策”金点子
有奖征集活动，面向全社会征集关于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建议
文章。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20年7月22日。
二、文章内容
紧紧围绕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现实问题，提出具有一定前
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三、具体要求
（一）所提建议应紧扣“我为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献计献策”
主题，以建议文章的形式呈现。

（二）观点鲜明，通俗易懂，杜绝脱
离实际的空话、套话、大话，每篇建议
文章一般不超过800字。

（三）建议必须为原创，不存在版
权纠纷，请勿抄袭和转摘，不得违反有
关法律法规，文责自负。

（四）文章作者投稿即默认授予征
集活动主办方对文章进行适当修改、
编印文集、组织刊发等权利。

四、奖项设置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组织和个

人均可参加，设一、二、三等奖5个、
10个、20个，奖金分别为 5000 元、
3000元、1000元，并分别颁发获奖
证书；设优秀奖 10个，分别颁发获
奖证书。

五、投稿须知
（一）在南海网设计制作活动专题

页面，开展金点子征集、公众投票及相
关宣传推广活动。投稿指定邮箱为
zmgzhengwen2020@163.com， 投
稿请注明作者有效联系方式，截稿时
间为2020年7月22日24：00。

（二）在电子邮件主题上标明“我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献
计献策”金点子+单位名称或个人姓
名。单位投稿请注明单位、法人代
表、通信地址、联系电话；个人投稿请
注明姓名、身份证号码、通信地址、联
系电话。

六、评选与奖励
1.组织专家对征集金点子进行初

评。
2.初选的若干个金点子进入投

票阶段。将初选的金点子上传至南
海网活动页面进行展示及大众投票，
排名靠前的若干个金点子进入专家
终审环节。

3.组织专家进行终审，评出一、

二、三等奖及优秀奖。
4.在主流媒体公布获奖名单，向

获奖者颁发奖金及证书。
5.部分获奖金点子由主办方安排

在主流媒体相应栏目刊登。
6.将获奖金点子推荐给相关部门

参阅。

中共海南省委“我为加快推进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海南省委网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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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苏程栋

日前，《关于开展公共工程和土
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印发后，土地出
让各行业主管部门认真学习，积极
响应，制定有效举措认真履行行业
监管职责。

土地出让项目是指市县（含洋浦
经济开发区）政府以招拍挂或协议出
让方式供应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投资项
目。自然资源和规划、财政、政务服务
中心等行业监管部门的职责简而言之
就是通过有力监督，让土地从市县“交
到”企业手上的这个过程更加公开规

范透明。
“从财政角度出发，我们在履行行

业监管责任时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支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 国土资源
部 中国人民银行 监察部 审计署关
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
知》。”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任何
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得以“招商引
资”“旧城改造”“国有企业改制”等各
种名义减免土地出让收入，实行“零地
价”，甚至“负地价”，或者以土地换项
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
地出让收入。同时，要加强征收管理，
保障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征收和缴

入地方国库。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5年，我省就建立了统一的
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进行统一
交易和统一监管，同时启动了建设用
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开发建设工
作。目前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针对土
地出让项目已经采取了全面规范公告
发布内容、规范设定土地出让前置条
件、健全土地出让定价机制、建立健全
土地出让集体决策机制等监管手段。
结合《意见》，总结目前机制下出现的
问题，下一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将
建立监督检查台账，注重程序规范，强
化系统录入精准，加强台账管理。同
时，完成对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
系统的升级改造，计划于今年9月30
日启动运行，以推进土地资源全流程

电子化交易，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创新交易监管
体制机制。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政务服务中
心了解到，按照职责分工，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厅负责对全省土地出让交
易活动实施监管，受理相关投诉，依
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省政务服务中
心则对土地出让项目竞价现场进行
监督。下一步，省政务服务中心将积
极配合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做好土
地出让电子化交易系统上线运行，实
现全过程电子化交易，促进土地出让
活动的规范透明。

记者了解到，从我省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查办的一些土地出让违纪违
法案件来看，监管方面仍存在不足，
例如，现有的监管制度和措施对领导

干部违规干预插手土地出让以权谋
私，有的地方违反土地招拍挂程序

“明招暗定”提前确定土地使用单位
等诸多问题缺乏严密有效的监管措
施和办法。

下一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将
重点抓住土地出让等核心业务和关键
环节，开展清权确权，梳理工作流程，
排查廉政风险，制定防控措施，构建防
控体系，有效预防和最大限度减少腐
败问题的发生。

“我们还将建立领导干部插手干
预备案制度、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共享
机制、建立部门联动监管机制，进一步
做好对土地出让项目的监管工作，有
效推进廉洁风险防控。”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

我省行业主管单位加强监管职责促出让程序规范化

土地出让更透明 营商环境更优良

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
建设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及概算获批

项目概算总投资超8.4亿元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省发展改革委近日批

复海南省南繁基地（乐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
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及概算。项目概算总投资逾
8.4亿元。

根据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2020年
6月，省发展改革委批复了海南省南繁基地（乐
东、三亚片）水利设施建设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及概
算。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项目新建或加固改造
灌渠 18 条，总长 50.324 公里；排沟 8 条，总长
22.494公里；灌渠和排沟总长72.818公里。建设
提灌泵站6座总装机2034千瓦、管道20.085公
里，配套构筑物300座。

助力中小企业渡难关

海南控股减租
160余万元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 （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汤姣 雷威）根据
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中小企业
渡过难关的工作部署，海南省发
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
控股）日前开展对系统承租单位
的租金减免工作，切实解决餐饮、
旅游等中小企业实际困难。

截至5月底，海南控股已完成
30家中小企业2月至4月的减租任
务，共计减免租金约162.56万元，
涉及房屋建筑面积7668平方米，以
实际行动履行国企社会责任。

具体承担此次租金减免任务的
4家单位分别是海南省水利电力集
团有限公司、海南莺歌海盐场有限
公司、海南鹿回头旅业投资有限公
司鹿回头国宾馆分公司和海南海控
能源五指山发电有限公司，均为海
南控股系统二三级公司。

海南控股下属各公司提高政
治站位，克服疫情对生产经营活
动造成的负面影响，将减租政策
落实到位。其中，海南鹿回头旅
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旗下三家酒店
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的情
况下，完成了对13户租户 154.52
万元的减租任务；海南海控能源
五指山发电有限公司完成对8户
租户4.8万元的减租任务；海南莺
歌海盐场有限公司完成了对7家
单位 2.03 万元的减租任务，水电
集团完成了对2家单位1.21万元
的减租任务。

在租金减免工作中，海南控股
加强公司层面统筹，牵头制定实施
方案，指导各级子公司开展承租对
象的摸底排查及减租工作。同时，
派专人跟踪督办，纪检监察设立纪
检监督电话全程监督。自减租工作
开展以来，该公司通过打电话、发短
信等方式，告知承租单位确保租金
减免政策落到实处，切实为中小企
业解决燃眉之急。

6月22日，在海南金鹿工业园区的中科信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加紧生产全生物降解塑料袋。据了解，
从今年12月1日起，海南将正式开始“禁塑”——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
具等塑料制品。目前，海南正在全省重点行业和场所试点推动禁塑工作。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陈慧玲）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国家高新区获悉，近日该区连续挂
牌出让美安生态科技新城6宗地块共
计 381.61 亩，将用于药品研发及生
产，美安生态科技新城或有新的药企
入驻。

为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海
口国家高新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6

月16日及18日，该区美安生态科技
新城挂出的6宗地块，用途皆为工业
用地，出让期为50年。

此外，记者获悉，今年5月，海口
高新区云龙产业园B0201-2地块被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竞
得，将用来开发建设科技环保及高端
包装产业基地。项目在2020年12月
31日前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少于

1.2亿元，项目投产一年半内达产产值
6.4亿元，预计年上缴税收总额不低于
4800万元。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
究所工程塑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将在
B0201-1地块开发建设新型生物降
解材料产业基地。项目在2020年12
月31日前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少
于1.2亿元，项目投产后一年半内达
产产值6.4176亿元，预计年上缴税收

总额不低于4813.2万元。
此外，中国大唐集团以6900万

元拿下B0502-1地块进驻美安生态
科技新城，投资50亿元打造海口清
洁能源发电项目，预计年缴税收1.5
亿元。辽宁毕托巴科技有限公司竞
得美安生态科技新城 B0613-2 地
块，投资建设计量传感器控制系统生
产基地。

海口高新区挂牌出让多宗土地招商引资

加紧生产
全生物降解塑料袋

◀上接A01版
提供优化诊疗方案和建议。此外，专家组还给在孟
华侨进行视频会诊。

截至6月21日，专家组共参访医疗机构11
个，召开会议41次，举办培训13场，培训人数599
人次（线上观看5000多人），开展技术指导13次，
接受媒体采访5次。

回到国内后，专家组将赴指定休养点集中观
察隔离。

中国政府赴孟加拉国
抗疫医疗专家组平安凯旋

◀上接A01版
目前的远期建设规划里预留了东北指廊作为国际流
程扩容区域，届时国际年旅客吞吐量可由420万人次
扩容至1000万人次。

二期扩建项目建成投用后，美兰国际机场将
形成南北双跑道运行格局，可保障年旅客吞吐量
3500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40万吨，实现航空、环
岛高铁、城际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
的便捷转换，成为海南自贸港对外经贸交流的重要
门户，打造国际航空枢纽，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美兰国际机场二期项目
主体工程进入冲刺阶段

我省今年首轮排污许可证后
执法检查行动开启
督促企业“持证排污、按证排污”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程明明 实习生王迪妮）海南日报记者6月22日
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近日该厅对抽选的6家
2019年下半年核发排污许可证企业开展排污许
可证后执法检查行动，以进一步督促企业严格落
实“持证排污、按证排污”的主体责任，促进排污许
可证的申领、核发、监管工作。

这是我省2020年第一轮排污许可证后执法
检查行动，本次执法行动主要检查企业按证排污
情况，重点检查持证企业污染物排放浓度是否满
足标准要求、污染防治设施（包括废水、废气、固废
收集处置设施，及在线监测设施等）是否正常运
行、是否制定自行监测方案、企业承诺整改事项是
否按期完成、执行报告是否规范并按要求上传、是
否安装信息化标志牌等情况。

检查发现，部分企业排放口未安装信息化标
志牌，或者安装的信息化标志牌未上传至全国排
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部分企业自行监测的频
次或因子未能达到排污许可证的要求等问题。

在检查现场，检查组将发现的问题向企业及
市县局进行反馈，要求企业第一时间开展“查漏补
缺”，相关市县生态环境局跟踪督促落实，充分发
挥排污许可规范与指导作用。

洋浦港口前5月货物
吞吐量达2217.58万吨
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5.23%

本报洋浦6月22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郝少波）与国内主要港口相比，洋浦港今年5月
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箱吞吐量表现出显著增长态
势，分别同比增长了21.09%和76.53%，1月-5月
分别同比增长9.88%和16.63%。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6月22日从洋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与海
洋局获悉的。

据介绍，今年 5 月洋浦港口吞吐量完成
478.55万吨，同比增长21.09%，环比减少4.5%，
其中外贸吞吐量265.15万吨，同比增长15.11%；
内贸吞吐量213.40万吨，同比增长29.46%。据
统计，今年 1 月至 5 月，洋浦港口吞吐量完成
2217.58万吨，同比增长9.88%，其中外贸吞吐量
1373.20 万吨，同比增长 15.23%；内贸吞吐量
852.52万吨，同比增长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