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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6月30日电（记者梁
君穷）6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
亚市发改委获悉，三亚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中，全面推动经济社会秩序加快
恢复，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取得了积极成效。

保居民就业方面，三亚建立重点
企业复工复产调度制度，对全市11
个省重点项目、437个省市重点项目
用工情况进行登记造册，保障全市重
点项目用工48348人；采取“点对点”

“一对一”方式组织农民工安全有序
复工，累计运送农民工超过3956人，
三亚“点对点”输送工作在全省排名

第一；同时，采取“免减缓返补”阶段
性政策支持企业减负稳岗，惠及金额
近1.7亿元。

保基本民生方面，1月15日至3
月15日，三亚组织以低于农贸市场
约30%的价格每天投放15个保基本
蔬菜约100吨；同时，强化猪肉保供
稳价，每天投放生猪约100头，排骨、
瘦肉、五花肉价格平均低于市场价10
元/斤，并启动生猪应急调运3万头。

保市场主体方面，一季度，三亚
减免租金超过1亿元，惠及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近5000户；截至5月底，减
免承租市属国有企业商铺租金3082

万元，减免电、气费1678.16万元，缓
缴水电气费、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
费、基础设施配套费、旅游质保金、延
期缴纳税款等超4亿元；落实社保减
免政策，共减免社保费4亿元，涉及
企业超3万家。

保粮食能源安全方面，全力推
进南繁重点项目建设，抓好粮食生
产种植服务工作，2020 年三亚计
划种植水稻 8.7 万亩，目前已完成
早稻种植 5.4 万亩；落实阶段性降
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累计受理缓
缴电费 2.32 亿元，减免 5%电费
2508.98万元。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加大
金融扶持力度，为5家旅游企业贷款
贴息，贷款金额为2539.95万元，贴息
金额为4.04万元；1至5月，三亚银行
机构共为1053家企业发放贷款49.9
亿元；为81家企业调整还款计划，金
额5.26亿元；为21家企业办理展期，
金额3.02亿元。

保基层运转方面，加快下达转
移支付预算，强化库款运行监测督
导，完善“三保”监控和应急处置机
制，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对
一般性支出压减10%、“三公”经费
压减3%。

三亚多措并举落实“六保”任务

海口琼山区推动
生猪产业加快发展
今年规模养殖产能将提升150%以上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许晶亮）海南日报记者从6月28日召开的海口市
琼山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获
悉，今年琼山区将加快发展生猪养殖和规模化养
猪场建设，推动全区生猪规模养殖产能提升
150%以上。

据了解，琼山区今年将巩固深化琼山作为海
口农业大区的地位和优势，重点围绕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品牌兴农和“一镇一业”格局，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扩大优质品种种植规模，着力将胡
椒、荔枝、淮山等6个地理标志品牌农产品种植
面积扩大10%以上，扩大“琼山福稻”种植面积
至5万亩。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实施

“花香海南大行动”，推进琼山花卉苗木产业规
模化、品牌化、专业化发展。加快发展生猪养殖
和规模化养猪场建设，推动牧原、新希望、海南
农垦等3家龙头企业基地建成投产，协助罗牛山
红明种猪场和旧州雅龙猪场技改。着力推进云
龙、旧州、三门坡3个新增特色产业小镇建设。
用好自贸港关税优惠政策，大力引进国际先进农
业生产设备，重点发展进口农产品原料加工和本
地农产品深加工，争取打造琼山区农产品加工产
业园，进一步延伸加工和商贸产业链条，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推进琼山区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空壳合作社清
理，组建合作社联盟，创建农业企业化联合体，
推进新型经营主体融合发展。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傅
人意 通讯员潘志勇）“今天赚了200
多元，又是有‘进账’的一天。”6月28
日，已是晚上7时多，43岁的杨文立
是儋州市兰洋镇南罗村文芳村民小组
脱贫户，他刚到邻村装修完电路，就匆
匆赶回家。

今年以来，杨文立响应镇政府号
召，积极参加培训练就一身本领：学装
修电路、安装水管、钻井，外出就业的
路越来越宽了。更让他高兴的是，家
门口的扶贫产业项目越来越多。南罗
村引进企业发展葡萄种植产业，1000
多亩的葡萄园，从栽培、采摘、修剪、装

箱都需要用工，杨文立有时去葡萄园
打工，一天就能挣100元。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脱
贫攻坚进入关键节点。今年以来，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我省一方面加强建档
立卡贫困村民技能培训，多措并举促进
贫困户外出务工，一方面牵住产业扶贫
的“牛鼻子”，加强产业扶贫带贫减贫，
确保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省扶贫办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6月20日，全省贫困户已外出务
工26.63万人，占2019年贫困户外出
务工总数（24.56万人）的108.41%；今
年全省共安排扶贫项目3552个，已开

工3335个，开工率93.89%；项目安排
资金31.46亿元，已支出18.84亿元，
支出进度59.89%。

产业扶贫方面，我省要求市县投
入产业扶贫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比例
要达到50%左右，进一步完善县级脱
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加快扶贫项目建
设与资金支出进度。

我省还出台《海南省抗疫情 保增
收 防返贫十五条措施》《关于金融支
持农业恢复生产和脱贫攻坚的十条措
施》《关于加强产业扶贫带贫减贫机制
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建立产业扶贫
项目联络员制度的通知》等举措，通过
建立健全产业帮扶制度机制，进一步
提升带贫益贫能力。

“我们村上半年刚试种20亩豆角，

长势很好！有的村民光卖豆角，一天能
增收200元呢！”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
镇拥阜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天文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拥阜村的传统产业为橡
胶、槟榔，为进一步促农增收，村“两委”
干部引导村民试种冬季瓜菜。“今年下
半年，我们计划将村里300亩撂荒地复
耕，种植玉米、水稻、益智等农作物。同
时，还发展小黄牛养殖产业，目前存栏
147头，大力带动贫困户就业和增收。”

扩种增养是我省助力建档立卡贫
困村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同时，我省还
组织对扶贫领域涉及陆生野生动物养
殖产业进行排查摸底，推动特种养殖产
业转产转型。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
局、省扶贫办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陆生
野生动物人工养殖场养殖户退出工作。

就业扶贫方面，我省今年将部署
开展组织贫困劳动力积极务工专项行
动，多形式、多渠道积极推进贫困劳动
力务工，确保实现有务工意愿的贫困
户有工可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家
庭至少有1名劳动力务工、贫困人口
就业务工人数不低于去年的目标。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以来，我省为增加贫困户就业渠道，通
过合理开发一批全职或临时性乡村公
益性岗位，优先保障“无法外出、无业
可就、无力脱贫”的贫困劳动力实现就
业。截至6月 20日，全省共通过护
林、护路、保洁等扶贫公益岗位安置贫
困人口就业3.26万人。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未脱贫贫困
户138户488人。

全省26.63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找到“饭碗”，扶贫项目已开工3335个

“就业+产业”助力脱贫 一起奔向好日子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烟草总公司海南省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海免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有限公司
海南太平洋石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第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昌茂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兆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电乐东发电有限公司
海南奥特莱斯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福安集团
海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天涯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煜煜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新珠江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歌颂饲料有限公司
海南蓝岛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备选优秀企业(5家)

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
海南天佑沥青有限公司
海南杰众石化有限公司
海南山益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第十届海南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评审结果公示
在当前海南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之际，为全

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

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

作用的意见》，大力弘扬企业家的实干精神，充分

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表

彰做出突出贡献的海南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

家，海南省总工会、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

业家协会于2020年4-7月，在全省组织开展第

十届海南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评选与表彰活

动。在企业自愿申报的基础上，通过由省相关厅

（局）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严格按照评审标准、程

序，本着优中选优、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评选

出优秀企业40家，备选优秀企业5家；优秀企业

家10名，备选优秀企业家3名。现将评审结果

公示如下，公示日期自2020年7月1日至5日，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及时向评审办公室反映。

电话：（0898）66538930

传真：（0898）66569396

海南省总工会

海南省企业联合会

海南省企业家协会

2020年7月1日

优秀企业家(10名)

王光兴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魏国良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卞凤鸣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邓恩宏 海南电网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吴亚春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黄高山 绿地集团海口置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勤富 海南勤富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冯川建 中金鹰（海南）安保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陆一峰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吉 贵 海南槟榔谷黎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备选优秀企业家(3名)

邢彬彬 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林士泉 海南第一成美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尤小嵘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行 长

优秀企业(40家)

6月29日我省无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马
珂）省卫健委发布：6月 29日 0-24
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
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6月29日24时，海南省累计
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71
例，其中境外输入2例。死亡病例6
例，出院病例165例。

截至6月29日24时，追踪到密切
接触者 7057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6942人，尚有115人正在接受集中医
学观察。

截至6月29日24时，海南省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无症状感染者38例，其
中解除隔离35例，尚在医学观察3例
［分别为刚果（金）、英国、俄罗斯输入］。

东方市委原副书记、市长
邓敏一审获刑11年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覃易琼）近日，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海南省东方市委原副书
记、市长邓敏受贿案进行一审宣判，以
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邓敏有期徒刑11
年，并处罚金150万元。

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18年
期间，被告人邓敏利用担任儋州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昌江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东方市委副书记、市政府
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本人或通过亲属非法收受林某方
等12人财物共计887万元。

海口中院认为，被告人邓敏身为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共计887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
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邓
敏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
自首，可以从轻处罚。邓敏退赃227万
元，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吴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磨
砺巡视监督“利剑”，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巡视监督作为“四个监
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党内监督，
精准“把脉”，对症“下药”，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利器。在海南建设自由
贸易港过程中，巡视巡察工作更显意义
重大，巡视巡察机构肩负责任与担当。

近日，省委、省政府联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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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意见》，与纪检监察机
关、审计机构一起，巡视巡察机构在
此过程中将履行重要的监督责任。

据介绍，根据《意见》，七届省委
第七轮巡视已经在全省率先启动开
展跟踪监督。在监督中，我省巡视巡

察机构不仅要开展常规巡视巡察，将
被巡视巡察单位的公共工程和土地
出让项目，或履行公共工程和土地
出让项目行业监管责任情况纳入重
点监督，形成专项报告，还要对列入
年度跟踪监督任务计划的公共工程
和土地出让项目，制定实施方案，开
展专项巡视巡察。同时，还要视情
况开展机动式巡视巡察或巡视巡察

“回头看”。
“全省巡视巡察机构将坚持中央

巡视工作方针，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
视，突出实践引领、守正创新，增强监
督的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着力发
现并推动解决政府投资公共工程领
域和土地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
每一个项目干净廉洁，为建成开放、
文明、创新、廉洁的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提供坚强保障。”省委巡视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任务分工，为实
现全省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
踪监督全覆盖，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将实行全面统筹，组织省委巡视组
对省级公共工程项目开展巡视监督，
部署指导市县巡察机构对市县本级
公共工程项目和土地出让项目开展
巡察监督。

为促进常规巡视与专项巡视相
互贯通、避免重复，省委巡视机构准
确把握“点”“面”关系，即专项巡视着
眼于项目推进的全链条监督，常规巡
视着眼于重点市县和单位的监督；准
确把握“专”“深”关系，即专项巡视将
常规巡视发现的带有普遍性倾向性
问题作为监督重点，常规巡视适时对
专项巡视发现问题突出的市县和行
业主管部门开展巡视或巡视“回头
看”；准确把握“质”“效”关系，即同一
轮巡视中，常规巡视将工程和土地项
目纳入监督，专项巡视对常规巡视同
步开展监督的市县和单位不做重复

监督。
《意见》印发后，各地巡察机构积

极响应，认真谋划。根据三亚市出台的
《开展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
督工作方案》，三亚市委巡察机构作为
跟踪监督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注重加强
与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协作配合。

“我们初步梳理了项目数量，尽
早确定项目业主和监管部门数量，做
到心中有数，同时积极收集信息，注
重对象分类，创新巡察领导体制，强
化政治监督职责。下一步，市委巡察
办将与多部门联动，不断充实和完善
方案，抓重点、解难点、找盲点，积极
推进此项工作落实到位。”三亚市委
巡察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围绕常规
巡察并形成专项报告、开展专项巡察
以及巡察“回头看”等任务上，三亚市
委巡察办已开始制定详细计划，全方
位做好巡察工作，推动公共工程和土
地出让项目廉洁风险防控。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

巡视巡察为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把脉问诊”

“对症下药”推动跟踪监督奏实效
关注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

海口管道燃气价格
今起全面下调
居民每户每年将少支出70元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梁
琪珞）海南日报记者6月30日从海南民生管道燃
气有限公司获悉，自2020年7月1日起，海南民
生燃气海口运营区域内管道燃气价格全面下调。

截至2019年末，海南民生燃气海口运营区域
内管道燃气居民用户达 42万户，工商用户超
2600户。此次下调价格后，按居民用户第一档年
用气量277立方米测算，海口每户居民每年将减
少支出70元；同时，此次降价将为海口工商用户
减少3700万元费用。

《匠韵琼艺》人文影像专辑
海口首发
为进一步保护海南传统手工艺提供支持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马思思）6月30日上午，《匠韵琼艺》首发式暨海
南文化传承与发展高端论坛在海口举行。

由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出品的《匠韵琼艺》
是一部大型的人文影像专辑。该作品团队先后
走访了50多位海南传统手工艺匠人，将海南历
史发展中民间匠人的传承故事、技艺的变迁故
事、以及人与物所承载的历史故事，多元化、多
视角、真实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为后续抢救
保护和传承海南民间技艺提供了翔实的影像资
料支持。

据介绍，作为首部反映海南传统手工艺匠人
的专辑，《匠韵琼艺》填补了海南手工艺作品出版
方面的空白。该团队随后还将出版专著《海南传
统手工艺记忆与技艺传承研究》《海南民间工艺集
成图文集》等，并推出海南传统手工艺主题的系列
文化创意作品。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