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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宣讲

大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
支持稳定和促进就业（二）

对企业新吸纳的贫困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登记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按每人每月

3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补贴期限不超过6个月。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海南省财政厅

2020年7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听证权利告知书
海资规(2020) 6391号

海南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红星玉成经济

社的4047.76平方米土地(土地证号:琼山国用(府城)第04043
号)属于闲置土地,本机关将采取以下处置措施:无偿收回土地
使用权。

如有异议,你方接到本告知书5个工作日内可向本机关申
请听证,本机关将依照《自然资源听证规定》依法组织听证。逾
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

特此告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闲置土地认定书
海资规(2020) 6386号

海南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名下土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红星玉成经济

社，面积为4047.76平方米，土地证号为:琼山国用(府城)第
04043号。该宗地已具备动工开发条件。因你公司自身原因
致使宗地超过动工开发期限满两年未动工开发。根据《海南
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经海口市人民
政府批准,现认定上述宗地为闲置土地,并以无偿收回方式进
行处置。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4日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记者金
昌波）7月2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第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前，省
委副书记李军在海南分会场代表省
委、省政府向我省参会代表表示热
烈祝贺，向全省少年儿童表示亲切
问候，向广大少先队辅导员、少年儿
童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上午 9 时 30 分，李军一行来

到海南分会场，朝气蓬勃的少先
队员们上前为他们戴上鲜艳的红
领巾，敬少先队礼。李军高兴地
与少先队员们握手交谈、合影留
念，并关切地询问疫情期间学习、
暑期安排等情况，勉励大家履行
好代表职责，充分展示海南少年
儿童良好精神风貌；叮嘱各级各
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工作，更

多地关心贫困地区孩子、留守儿
童学习生活情况，为他们茁壮成
长创造有利条件。

开幕会后，李军就学习贯彻大
会精神提出具体要求。他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和党中央
致辞对亿万少先队员健康成长提
出了殷切希望，为我们做好新时
代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方向。全

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高度的使
命感责任感，迅速采取行动，在本
地区 本部门掀起学习贯彻的热
潮。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
市县党委主体责任，研究制定具
体管用的支持少先队发展的举措
和方案。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
教育方针，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
全面领导，把少先队工作纳入德

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教育体系。
要落实好共青团全团带队的政治
责任，更好地团结、教育、引领新
时代少先队始终高举队旗跟党
走。要创新活动载体，讲好抗疫
情、防汛救灾中的感人故事，教育
引导广大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为
建设海南自贸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接续奋斗。

李军在慰问全国少代会海南省代表时指出

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争做新时代模范祖国花朵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程明明 杨秋丽）7月23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保护
百日大督察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10
个督察组正结合各自所进驻市县的实
际情况，有方向、有节奏、有目标地安

排具体督察工作，将督察工作向纵深
推进。

7月20日，第五督察组聚焦重点
问题，对进驻的市县开展现场核查工
作，先后检查当地采石场、采矿场、木
材厂、秸秆焚烧等问题点，并梳理问题

检查情况，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意见。
7月21日，第九督察组召开系列

座谈会，与所进驻市县党政领导干
部、重点企业负责人进行面对面座
谈，了解各项环保问题整改总体进
度，以及重点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
环保问题、难点和措施等信息，多角
度掌握进驻市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开展的情况。

此外，连日来，第十督察组、第四
督察组分别对我省多处自然保护区开
展现场督察，梳理现存问题，并与进驻
市县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了解各
项环保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第七督察
组在查阅中央环保督察、群众信访件、
12345热线反馈等相关资料之后进行
了现场暗访，以进一步理清线索和核
实信访件反馈问题。

按照督察工作要求，各市县对环
境问题要分类施策，精准扎实推进整
改。对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要立行
立改，及时办结；不能立即解决的问
题，要明确整改目标、措施、责任、时
限，做好整改计划安排；需要长期持
续整改的制度层面问题，要把眼前需
要与长远谋划结合起来，建立健全长
效机制。

10个督察组结合各市县实际情况——

探实情查问题 深入推进督察工作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记者罗
霞）7月21日至22日，中国机电产品
进出口商会率会员企业来海南考
察，多家企业表达投资海南自贸港
的意愿。

此次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率团赴海口高新区、洋浦经济开发
区等重点园区进行考察，并与海南
国际经济发展局举行线下会谈，中
国长城工业集团、莫斯科中国贸易
中心、海尔国际商社、广东奥特龙电
器制造有限公司等机电商会会员企
业代表参会。

“我们将把握好自贸港政策机遇，
希望与文昌商业航天产业相结合，在
构筑未来航天产业基础等方面开展全
方位合作。”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总经理
郭昭平表示。

莫斯科中国贸易中心、中国华铭
阳光国际旅游公司总经理韩雪梅表示
希望与海南国际经发局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为俄罗斯企业来琼及海南企业
走出去搭建中俄贸易交流的平台。

海尔国际商社运营总监王耀强希
望以海尔国际商社现有贸易经营模
式，与海南企业合力，形成互补、互换
资源，共享自贸港政策红利。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秘书长
郭奎龙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和海南国
际经发局联系，将符合条件企业推荐
至海南自贸港落地，共享海南自贸港
投资机遇。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率团来琼考察

多家企业意欲
投资海南自贸港

海南自由贸易港新闻发言人座谈会要求

努力开创自贸港
新闻发布工作新局面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 （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韦彦汐）7月 23日下午，海南自由贸易港新
闻发言人座谈会在海口举行。会议总结通报
2019年以来我省新闻发布工作情况，对自由贸
易港建设新形势下的相关工作进行经验交流
和研究部署。

据悉，2019年，我省共举办新闻发布会活动
290场，是历史上组织新闻发布会最多的一年，
得到了中宣部（国新办）的充分肯定。2020年以
来，我省新闻发布工作者主动作为，又有了新的
进步——截至7月23日，仅省新闻办就组织了65
场新闻发布会，各部门、各市县组织的发布会同比
也有明显增长。

会议指出，新闻发布工作是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体海南自由贸易港新闻发
言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
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要意义，
深刻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对新闻发布工作的
新挑战新要求，努力开创自由贸易港新闻发布工
作新局面。

会议要求，全体海南自由贸易港新闻发言人要
切实增强做好新闻发布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从
国家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自由贸易港新闻发布工
作面临的国际背景；要积极适应对外开放和国际传
播的新要求，通过深化公共传播意识、精准设置发
布议题、主动回应关切、坚持自信理念、坚持创新发
展、坚持问题导向等方式，不断提高新闻发言人队伍
能力水平，提升新闻发布工作效果，为加快推进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发改委、省商
务厅、省教育厅、省卫健委、海口海关、海口市、三
亚市等单位和市县作了交流发言。

关注省生态环境保护百日大督察

◀上接A01版
共青团要带领少先队履职尽责、奋
发有为，为红领巾增添新时代的光
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孙春兰在会上宣读习近平
的贺信并代表党中央致词。她说，

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
一系列重要论述，落实到促进少年
儿童健康成长的实际工作中。希
望少先队员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
下去，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为了实现梦想时刻准备着，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向着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奋勇前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
跃、全国政协副主席杨传堂出席会
议。

大会开幕会上，共青团中央书
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教育部部长
陈宝生分别代表共青团中央、教育
部致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少工委主任吴刚代表第七届
全国少工委作工作报告。会议以
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设分会场。各省区市
党委负责同志和共青团、教育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第八次全国少代会
代表和各地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
员、少先队工作者代表约2000人参
加开幕会。

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
团结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上接A01版
逐项对照任务分工和责任清单要求，
全力以赴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确保按
时完成各项任务。要坚持把制度集
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在生态环境保

护陆海统筹、清洁能源岛建设、全面
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森林覆盖率持续保持
在62%以上、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
设、装配式建筑发展、清洁能源汽车

推广、绿色创建和爱国卫生运动、推
进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监测能力现
代化建设等 10个重点领域积极探
索，推动海南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迈上
新台阶，为深化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积累宝贵经验、探索有益路径。
省领导沈晓明、毛超峰、蓝佛安、

何忠友、童道驰、彭金辉、孙大海、王
路、刘平治、沈丹阳、冯忠华出席会
议。

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整改生态环保领域突出问题
强化制度集成创新统筹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上接A01版
大力倡导抢抓自贸港机遇、担当作
为、真抓实干之风。把转变政府职
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作为推动发
展、促进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要深
刻了解市场主体的极端重要性，尊重

企业、发扬企业家精神，光明磊落同
企业交往，躬下身子做好服务，努力
提高企业微观效益。政府要带头过
紧日子，大力倡导勤俭节约，从严控
制和压减一般性支出，完善政府采购
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重点领域专

项整治，保持整治腐败高压态势，继
续开展土地利用、工程招投标和扶
贫、民生、环保领域问题治理。要推
进自贸港背景下党风廉政建设领域
的制度集成创新，进一步推动公共资
源配置、财务管理、项目审批等领域

改革，完善企业家和群众代表参与涉
企涉民政策制定机制，健全廉政风险
防控措施，解决规章制度在“强权”面
前缺失空转的监管漏洞。

毛超峰、蓝佛安、王路、刘平治、苻
彩香、沈丹阳、冯忠华、倪强参加会议。

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我省出台《方案》

推进琼台交流合作
助力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记者昂颖 特约记者
何光兴）海南日报记者7月22日从省委统战部获
悉，我省近日制定出台《推进琼台交流合作助力自
贸港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依托重
点产业园区，深化琼台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现代服务业交流合作，突出加强与台湾在教育、医
疗、现代农业、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等领域的合
作，吸引台湾同胞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据了解，海南是台资企业集中集聚发展的地
区之一，目前在全省累计注册台资企业（项目）
1900多家，涉及农业种养、农产品加工及旅游、交
通、餐饮、医疗、新能源、生物科技等各行业领域。

根据《方案》，海南将充分发挥海南全岛作为
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的优势，吸引台湾同胞
在海南投资现代化农业，鼓励台商引进台湾优良
种苗品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海南将促进琼台教育交流合作。支持海南大
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等高校开展对台交流合作，引进台湾优秀师资
力量，扩大招收台湾学生数量。引导台湾教育机
构参与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建设，
鼓励两岸高校在海南合作办学。

在琼台医疗交流合作上，海南将发挥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政策优势，鼓励台湾医疗
新技术、新装备、新药品的引进和研究应用。支持
探索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与台湾开展健康服
务业、健康管理、健康职业教育、健康技术开发等
领域的合作。

在琼台金融交流合作上，将推动台湾金融机
构在海口江东新区、三亚中央商务区设立区域总
部和分支机构。支持台湾企业申请设立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公司，解决台商贷款难问题。支持台商
台企依法依规在海南设立国际能源、航运、大宗商
品、产权、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场所。

《方案》提到，海南将紧密结合琼台两地特点
和自贸港政策要求，发展以民宿，滨海、乡村旅游
和文化创意产业为重点的，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
琼台旅游新业态。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时丽艳）省发展改革委7
月22日披露的信息显示，2020年上
半年，全省物流经济企稳回升，单位与
居民物品物流总额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社会物流指标降幅收窄。

社会物流总额降幅收窄。今年上

半 年 ，全 省 实 现 社 会 物 流 总 额
3690.86亿元，同比下降4.79%，比一
季度收窄11.82个百分点。其中：全
省农产品物流总额870亿元，占物流
总额的23.57%，同比上升0.41个百分
点；工业品物流总额960亿元，占物流
总额的26.01%，同比上升0.51个百分

点；外省流入物品物流总额1576.66
亿元，占物流总额的42.72%；单位与
居民物品物流总额17.55亿元，同比
增长37.88%。从上半年物流经济运
行情况看，数字物流引领全省物流恢
复性增长。

社会物流总费用持续回升。上半

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335.21亿元，
同比下降17.04%，比一季度收窄2.4
个百分点。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
的比率为14.05%，同比下降 1.09 个
百分点。从物流成本构成来看，物流
成本出现结构性调整，主要是运输费
用降幅较大，导致保管费和管理费明

显减少。
上半年全省现代物流业收入

293.49亿元。其中，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务收入上半年完成198.81
亿元，商贸行业内部物流收入完成
62.93亿元，工业内部物流收入完成
31.75亿元。

上半年全省物流经济企稳回升
社会物流总额3690亿元，降幅比一季度收窄近12个百分点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7月22日12时-7月23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5

5

4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5

14

8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