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午后有雷阵雨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东南风转偏南风3级 温度 最高36℃ 最低27℃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7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966123 邮箱：hnrb_xfjb@163.com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D A I L Y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星期三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今日12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庚子年六月初二 今日大暑 2020年7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3298号 22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7月21日下午在京主持召
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
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各类市场主
体蓬勃成长。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
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我国
很多市场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压
力。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
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要千
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
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为经
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
会。

座谈会上，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陈宗
年，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组书记宁高宁，武汉高德红外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歌尔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姜滨，上海品海饭店总经
理赵宪珍，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
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洪小文，松下电
器（中国）有限公司总裁赵炳弟等7
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当前经济
形势、保护市场主体、加强科技创新、
深化企业改革、吸引用好人才、“十四
五”规划建设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发
言过程中，习近平不时就一些问题同
大家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活跃。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
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经过全国
上下共同努力，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发展呈现稳定
转好态势，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
都走在世界前列，情况比预料的要

好。我们要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努
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争取全
年经济发展好成绩。

习近平指出，市场主体是我国经
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
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
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各级
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各类市场主体积
极参与应对疫情的人民战争，团结协
作、攻坚克难、奋力自救，同时为疫情
防控提供了有力物质支撑。习近平
向广大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
业、港澳台资企业、个体工商户为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党中央明确提出要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各地区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保护
支持市场主体的政策措施，要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

广大市场主体不仅能够正常生存，而
且能够实现更大发展。一要落实好
纾困惠企政策。实施好更加积极有
为的财政政策、更加稳健灵活的货币
政策，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
性，继续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确保各
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
主体，强化对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
发展普惠金融，支持适销对路出口商
品开拓国内市场。二要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实施好民
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平等保护
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
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全面实施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好外商投资
法，放宽市场准入，推动贸易和投资便
利化。三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各级
领导干部要光明磊落同企业交往，了
解企业家所思所想、所困所惑，涉企政
策制定要多听企业家意见和建议，同
时要坚决防止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等

问题损害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要更
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支持企业家以
恒心办恒业，扎根中国市场，深耕中国
市场。四要高度重视支持个体工商户
发展。积极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决租
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难题，提供
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帮扶。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一
大批有胆识、勇创新的企业家茁壮成
长，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
特色、世界水准的中国企业家队伍。
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当前的困难，
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就要弘扬企业家
精神，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
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
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
力军。要增强爱国情怀，把企业发展
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
密结合在一起， 下转A02版▶

（讲话全文见A02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强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

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

公 告
根据统一部署，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赴海

南省督查组近期开展脱贫攻坚实地督查。督查期间
为2020年7月22日至27日，每天上午9-12点，下
午2-5点受理举报，电话：12317。特此公告。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海南省脱贫攻坚督查组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北纬18°的明媚阳光洒进酒店
房间，徐徐海风“吹”走了大半年来身
上积攒的疲惫；冰镇椰子水，每一口
都沁人心脾……近日，来自广东灵机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机文
化）的32位员工，在海南享受了一次
全身心放松的海岛游。

7月14日晚，文旅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业有
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由此，暂停了170余天的跨省团队游
终于恢复。灵机文化第一时间向海
口民间旅行社预订了6天行程的定

制游产品，7月15日晚上，一行人就
抵达三亚，成为《通知》下发后，较早
一批来自省外的旅行团。

放松休闲是第一

“受疫情影响，我们这次跨省出游
更关注运动、养生等体验，旅行社针对
这种情况，设计了符合特殊时期游客

需求的观光度假线路、产品；还贴心地
为我们准备了口罩、酒精、洗手液等防
疫用品，让大家在健康安全得到保障
前提下，尽情享受海南美丽的自然风
光。”灵机文化首席执行官刘兴东说。

此次来琼度假是灵机文化今年
组织的首次跨省出游。公司年轻人
居多，平日里工作节奏快，就想趁着
这次海岛行好好放松，所以公司在对

接旅行社时明确提出“行程安排一定
要悠闲”。

在海棠湾喜来登酒店睡到自然
醒，再去享用海南岛的特色美食，去
亚龙湾天堂森林公园、蜈支洲岛拍拍
美照“打卡游”。不仅如此，一行人还
特意让旅行社安排了游艇出游项目，
用最“海南”的方式来体验海南魅力。

海南岛因越来越多的游客“回

归”而恢复了往日活力，都市里奔波
的人们也在时尚休闲的海南岛恢复
了活力。

“这次旅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开
放、美丽、充满活力的海南，滨海游、
乡村游，丰富的行程也让我们了解到
海南在过去两年里在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中取得的成效，一趟旅游，收获
颇丰。”刘兴东感慨。 下转A02版▶

跨省团队游恢复一周来，定制小包团行情走俏

久违的海南，我们来啦！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于7月30日召开

本报海口7月 21日讯（记者李磊 实习生符贞
敏）7月 21日上午，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第
二十九次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经研究决定，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7月30日召开，会
期两天。

主任会议研究了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建议议程；听取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关于调整海南省人大常委会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建
议的汇报；听取关于2020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情
况汇报；听取《关于2018年度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专项报告和2018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审
议意见的处理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还研究
了《海南省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办法》（修订稿）、研究了《海南省人大机关信访工作办
法（草案）》。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建议议程为：
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书面）；审议《海南省
消防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海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
诉讼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海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海南省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提请审议《关于批准在洋浦经济开发区等6个重点
园区推广适用“三园”特别极简审批的决定（草案）》的
议案；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海南省
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的议
案；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海南省爱国卫
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下转A02版▶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陈雪
怡）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严峻复
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我省交出了
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根
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
年全省生产总值2383.01亿元，按可
比价计算，同比下降2.6%。全省经
济形势自2月份触底后逐月改善。”
在7月21日召开的2020年上半年海
南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省统

计局相关负责人通报了上半年主要
经济指标，并介绍全省经济运行总体
情况：“全省经济运行平稳有序，呈现
出逐步回升的态势。分季度看，一季
度下降4.5%，二季度下降1.1%，当季
增速回升3.4个百分点。”

农业生产保持回升态势，工业生产
降幅继续收窄，服务行业整体持续向
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市场消费
不断回暖，经济运行总体呈回升态势

——上半年，我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采取超常规举措
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取得了明显成效。

透过总体态势看具体亮点：
农业方面，农业生产对稳定经济

增长发挥重要作用。上半年，全省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578.75亿元，同比增
长1.7%，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我省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

超常规举措取得初步成效
经济运行呈稳步回升态势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彭青
林）7月21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
赴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构建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实现
高质量发展实地调研，并主持召开座
谈会，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刘赐贵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系列重
要讲话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深刻
认识到市场主体是自贸港经济的力
量载体，为市场主体创造优良营商
环境就是提升自贸港的社会生产
力，千方百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把
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对标
国内一流和国际先进，找差距、查不
足，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促提
升，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一

流的营商环境，推动企业在自贸港
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
大发展。

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刘赐贵在
大屏幕前认真听取了全省市场主体
开办有关情况汇报。近年来，我省实
有市场主体数量持续攀升，特别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
布以来来琼投资创业热度不断升温，
平均日增市场主体近800户，6月单
月同比增长超52%，截至目前全省市
场主体总数已达103万多户。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省委财经办、省发改委、
海口海关以及海南电网等部门和单
位分别结合各自领域实际，就如何优
化营商环境、推行市场准入“非禁即

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加强电力供
给等分析情况、查找问题，提出针对
性的意见建议。

刘赐贵不时插话交流，鼓励大
家讲真话、明差距、出实招。他指
出，近年来，海南对标世界银行的评
价指标体系，坚持“全省一盘棋、全
岛同城化”，深化省域“多规合一”改
革，率先推行“六个试行”极简审批，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重点园区
建设，推进“五网”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禁

“黄赌毒”，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但
也要清醒地看到，海南的营商环境
和国内国际一流水平相比还存在
明显差距。

刘赐贵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紧盯到2025年“营商环境总体达到
国内一流水平”和到2035年“营商环
境更加优化”的目标，坚持问题导向，
既要认真学习借鉴国内先进地区的
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弥补不足；又要
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放
思想、大胆创新，创造更多优化营商
环境的海南范例，在推动高水平对外
开放中发挥引领作用。

刘赐贵强调，创建一流营商环
境，必须在十个方面持续发力。一
是坚持“非禁即入”，健全完善海南
自由贸易港各类正面和负面清单，
大力引进符合海南长远发展需要的
市场主体；二是继续深化“六个试
行”极简审批，最大限度精简审批事
项，提高审批效率，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三是坚决维护公平竞争，营造优
良竞争环境；四是持续推动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更加注重引进外
资，不断扩大外贸规模；五是建设平
安海南，打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六是完善设施配套，加快推动“五
网”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公共服
务提质升级，降低用电等生产生活
成本；七是落实人才政策，更加注重
引进国际人才，提供个性化服务；八
是坚持法治先行，打造一流的法治
环境；九是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十是不断提升发展质量
效益，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
贸易港。

省领导李军、毛超峰、孙大海、沈
丹阳、陈凤超参加调研。

刘赐贵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时要求

对标国内一流和国际先进持续提升营商环境
推动企业在自贸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

李军参加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况
昌勋）7月21日下午，省长沈晓明主
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支持
产业园区发展、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等工作。

会议研究了《关于支持海南自由
贸易港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
园高质量发展的措施》。会议指出，
吸引年轻人、聚集人气是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明确复兴城产业

园区定位，着眼年轻人聚集，制定相
关支持政策和考核指标，推动各类人
才进海南。

会议研究了 2020 年最后一
批债券资金分配及省本级财政预

算调整工作，要求扎实做好项目
前期工作，加强资金管理和审计
督查，用好地方债券资金，确保
资金落到实处，推动重点项目建
设。

会议还研究了海南自贸港重点
片区重大建设项目和卫生健康领域
项目等工作。

毛超峰、王路、刘平治、苻彩香、
沈丹阳、冯忠华、倪强参加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研究支持园区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

上半年全省邮政快递业逆势增长
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
同比增幅均为全国第一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王楠）
今年上半年，我省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6086.38万件，同比增长52.47%；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2.47亿元，同比增长34.42%，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
同比增幅均为全国第一。这是海南日报记者7月21
日从省邮政管理局了解到的。

今年上半年，全省邮政快递业共收寄投递快件超
3亿件，日均服务群众约180万人次。全省邮政企业
和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
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9.68亿元，同比增长20.14%，业
务总量累计完成16.91亿元，同比增长32.88%。全省
邮政快递业业务收入和业务总量同比增幅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全省邮政快递业主要经济指标明显超过去
年同期水平，呈现四大特点：

一是快递业务发展速度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全
省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52%，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34%，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同比增幅均为全国第一。

二是行业发展质量逐步提升。全省东、中、西部地
区发展差异进一步缩小，行业服务助力各市县经济作
用逐渐显现。函件、包裹业务克服疫情影响，增长由负
转正。

三是行业服务民生和疫情防控作用凸显。疫情期
间，全省邮政快递企业的快递小哥坚持奋战在抗疫物
资运输投送一线，确保群众生活物资“民生通道”和疫
情防控物资“应急通道”畅通。

四是行业服务领域拓展创新。推动快递服务网络
向农村下沉延伸，全省共有10个市县11个品牌的快
递企业与邮政企业开展合作，1000余个建制村通快
递，“快递进村”通达率超过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