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 考生可关注海南省考
试局政务微信公众号“海南考试
（微信号：hnkswx）”，进入“高考
服务”菜单中的“高考圈”选项，
打开“高考圈”系统后在“录取状
态”模块查询

第二 考生可登录海南省考试
局官方网站（ea.hainan.gov.cn），
在“2020年高考报名系统”查询

第三 考生可通过手机（微
信）扫描个人报考卡上的个人二
维码查询

可通过3种渠道
查询录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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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对“十四五”规划编
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编制和
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

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
式。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和社
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要开门问策、集思
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

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
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
五”规划建言献策，切实把社会期
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
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

来，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
好。

我国将于2021年开始实施“十
四五”规划，目前党中央正在组织
制定“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建议。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
精神和规划建议编制工作安排，
有关方面近期将通过多种形式征
求干部群众、专家学者等对“十
四五”规划的意见建议。

习近平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

本报万城8月6日电（记者金昌波）按照省委统
一部署，8月5日，省委副书记李军就其定点联系的万
宁市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进行督查。

在万城镇周家庄小海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李军实地查看养殖池塘、渔排退出情况。他指出，生态
环境治理和修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借鉴国际
国内成功经验，科学进行论证规划，将其与经济发展、
社会民生统筹考虑、整体推进。要创新治理理念，深入
挖掘小海潟湖湿地的生态和经济价值，积极发展生态
旅游、休闲渔业，努力在保护中实现发展。

在日月湾综合旅游度假区，李军详细了解月岛项
目违法围填海、冲浪基地项目侵占青皮林省级自然保
护区问题整改情况，要求万宁市和相关企业深刻吸取
教训，压紧压实责任，毫不动摇推进整改，妥善处理好
舆情应对、退出补偿等问题，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有序
做好违建拆除工作，避免产生新的污染。

在万宁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李军询问了解
垃圾覆膜全覆盖、渗滤液收集处理、填埋场封场等工作情
况，并走进渗沥液处理站，检查处理工艺及运行效果。他
指出，要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整改建设，通过推广垃圾
分类、提升渗滤液处理能力、转运焚烧处理等措施，逐渐
减少垃圾进场量，切实解决垃圾填埋场环境问题。

在调研中，李军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坚决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大局意识，切实养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习惯，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高质量高
标准建设生态环境世界一流的自贸港。

李军在督查万宁市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工作时要求
强化系统思维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修复

本报牙叉8月6日电（记者况
昌勋）8月6日，省长沈晓明深入白
沙黎族自治县调研并为基层党员干
部上党课，要求找准自身定位，融入
海南自贸港建设，在立足生态环境
保护的基础上，科学、合理、有序寻
找和开发自身特色资源，发展特色
经济，努力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
济社会发展有机统一。

沈晓明到南开乡高峰村生态搬
迁安置点、牙叉镇对俄村、打安镇田
表村等地，察看生态搬迁、人居环境
整治、扶贫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等
工作，强调生态搬迁要统筹考虑生

产与生活、居住与就业，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提高老百姓收入，让老百姓
搬得出、住得下、能致富。沈晓明还
考察了白沙安居型住房项目、文体
中心建设、黎锦生产经营等，要求发
展符合白沙特色的赛事、文体和少
数民族文化产业。

在对俄村，沈晓明为基层党员
干部上党课，宣讲自贸港政策，共谋
村庄发展。他指出，自贸港建设是
海南新的重大发展机遇，将促进海
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老
百姓将在就业、教育、医疗和购物等
方面享受到许多实惠。建议对俄村

编制好村庄规划，端起旅游、种养
“两碗饭”，美化村庄环境、办好民宿
餐饮，发展好橡胶、槟榔、益智、百香
果等产业，把村庄越建越好、让生活
越过越好。

沈晓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
去年以来白沙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汇报，强调要以自贸港建设为引
领，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
务。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
护好白沙生态这一海南“左肺”，加
强“两违”整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积极推进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建设。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探索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抓
好农民特别是贫困户就业。推动
热带农业、旅游、民族文化等特色
产业发展。抢抓下半年施工有利
时节，积极落实要素保障，加快重
点项目建设。做好保障农民工工
资、提高基层教育卫生人才待遇等
民生工作。

就编制好白沙“十四五”规划，
沈晓明要求，认真研究人口规模扩
大、农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建设、教育卫生等民生事
业发展等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

倪强参加调研。

沈晓明在白沙调研时强调

努力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统一
本报万城8月6日电（记者刘操）8月5日至6日，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省政协调研组到万宁市就海南自
贸港的建设亮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建议、生态环境
保护、“完善上下联动机制、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等主题
开展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牛角岭生态谷旅游区、溪地
阳光（海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创奥特莱斯、兴隆
热带花园，实地了解万宁的有关产业布局和发展规
划。毛万春指出，万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好态势、好
气势和好趋势，干部群众精神状态好。万宁要充分发
挥区位优势，抓住自贸港建设机遇，实现大发展。要对
标自贸港建设标准，创新理念，挖掘特色，提升品位，让
相关产业向高端化转型。要提高思想认识，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下决心解决好生态环
境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强化生态文
明的底线，保持巩固好现有的好生态好环境。

在山根镇多扶村、万城镇万隆社区，调研组一行通
过实地考察、听取介绍、交流座谈等方式，了解万宁推
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试点工作开展情况。毛万春指
出，开展试点工作要力戒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按照

“不建机构建机制”“不要编制搭平台”工作思路扎实
推进；要聚焦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倾听群众呼
声，反映群众愿望，让基层党委政府认可，让群众满
意；要善于总结提升，积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在万宁期间，调研组一行还参观了兴隆区工会展
馆、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展馆。

毛万春率队到万宁市开展调研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崔
瑞康 特约记者张振）近日，海口海关
结合海南实际，从加大对进出口企业
的帮扶力度、加大对企业拓展海外市
场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促进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稳定的保障力度、加大对海
南口岸营商环境的优化力度等4个
方面出台19条措施，全力做好稳外
贸稳外资工作。

在进一步加大对进出口企业的
帮扶力度方面，海关将加强对出口企
业的技术贸易措施咨询服务，及时向
企业发布国外技术贸易措施紧急预
警信息；对符合条件的滞报金、滞纳

金予以减免；在综合保税区推广内销
选择性征收关税，暂免征收加工贸易
货物内销缓税利息。

在进一步加大对企业拓展海外
市场的支持力度方面，海关将鼓励企
业积极运用汇总征税、新一代电子支
付、关税保证保险等海关税收征管改
革措施，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
业务现场设立进出口农产品、食品“绿
色通道”，加快进口农产品及进口食品
的检疫审批；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商品
退货监管措施，支持企业设立海外仓。

在进一步加大对促进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稳定的保障力度方面，海关

将加强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海关
间的通关协作，助力海南开辟新的物
流通道；支持企业统筹用好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深化加工贸易和保税监管
模式创新；开辟关键零部件和设备进
出口绿色通道。

在进一步加大对海南口岸营商
环境的优化力度方面，海关将探索建
立与国际接轨的海关监管制度；推广
实施“提前申报”，进一步推进“两步
申报”“两段准入”改革，持续压缩整
体通关时间；根据企业自主选择开展

“无陪同查验”，推进进出口货物顺势
机检，加大非侵入式查验比例。

海口海关出台十九条措施全力稳外贸稳外资

本报博鳌8月6日电（记者袁宇）
海南日报记者8月6日从海南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以下
简称乐城管理局）了解到，海南自贸港
博鳌乐城全球特药险（以下简称乐城
特药险）自8月2日上线推出至目前，
参保人数已超过12万。这款由政府指
导的我国首款省级定制惠民型全球特
药险产品受到了群众的肯定和欢迎。

8月2日，乐城特药险正式开放参
保通道。产品发布2天后，乐城特药险
销售便突破10万份。“这个产品便宜又
实惠，保障力度很大。”海口市民陈强
高兴地说。

乐城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乐城特
药险的推出让乐城特药报销实现了从

“零”到“有”，让岛内居民“大病不出
岛”的愿景由构想成为现实，解决了岛
内居民社保外范围特药报销的难题。

乐城特药险
参保人数超12万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 实习生李梦楠）
省考试局8月6日发布公告，我省普
通高考录取工作将于8月9日开始，
考生可通过3种渠道查询录取结果。

省考试局提醒广大考生，请认准
官方查询渠道，勿上当受骗。

海南高考录取工作
8月9日开始
考生可通过3种渠道查询结果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去三亚·亚特兰蒂斯水世界
夜场体验惊险与刺激、去海鲜排档品尝舌尖上的美味、
去夜市感受人间烟火气……近段时间，海南的夜生活
逐渐热闹起来。百度地图近日发布的《2020年第二季
度中国城市活力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
2020年Q2夜生活指数TOP10的城市中有9个为南
方城市，其中三亚位列第一、海口第二。

该报告由百度地图慧眼团队联合同济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编写，旨在基于百度地图开放平台海量
位置大数据，客观反映全国城市人口活力和出行态
势。《报告》显示，2020年Q2全国总体迁徙规模恢复至
去年同期近7成，各大城市的城内出行强度、人口吸引
力持续复苏。

《报告》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全国8成以上城
市的城内出行强度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90%以上。
从恢复排名来看，三亚、海口分别位列第二、第六。一
线城市除北京外，上海、广州、深圳在工作日的城内出
行强度呈现“逐周递增”的特征。

中国城市夜生活指数排行发布：

三亚第一海口第二

8月6日晚，海口市海口湾演艺中心亮灯。
据了解，海口湾演艺中心在闭馆197天后将正式复演，8月8日复演的首场演出为“久久不见·剧

场见”流行合唱音乐会。年内，这里每月都将安排演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湾演艺中心明日复演

久久不见 剧场见

我省外出务工农民工人数

131.4万人
达到去年人数的91.37%

农村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

27.06万人
完成目标任务的110.19%

截至6月底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614元

今年以来

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578.75亿元

本报定城8月6日电（记者叶媛
媛 金昌波）8月6日，全省“扩种养促
务工增收入”现场会在定安举行，海
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
全省各级相关部门共同努力，克服疫
情不利影响，在“扩种养促务工增收
入”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销路通则生产旺。省农业农村
厅厅长许云介绍，我省坚持以销促
产，通过及时出台冬季瓜菜运销奖补
和水产品收储政策，与大宗农批市场

“点对点”对接，落实绿色通道运输政
策等方式，及时解决了滞销问题，为
扩大种植增加养殖创造了条件、增添

了信心。同时，以超常规举措创新产
业政策，坚持大项目带动，坚持政银
企对接，一系列举措推动我省扩大种
植增加养殖工作。

今年以来，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
值578.75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614元。冬季瓜菜种植面积303.03

万亩，同比增长4.5%；产量554万吨，
同比增长 10.4%；出岛量同比增长
36%。热带水果产量361.34万吨，同
比 增 长 14.3% 。 全 省 生 猪 存 栏
191.29万头，环比增长8.06%，完成
年度存栏任务的80.37%。

下转A03版▶

我省“扩种养促务工增收入”取得阶段性成效

多举措来挖潜 全方位促增收

导读

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
热点问题答疑

A03

未建房空的宅基地、“一户多
宅”、农民进城落户宅基地能否确
权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