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审批
海南在多个重点园区全面推行“六

个试行”极简审批，审批事项减少 70%
以上

“加”服务
海口国家高新区新上线“极简审批和企业

服务平台 1.0”，共推出 10项专业证照“秒批秒

办”事项，以及10项企业创新服务

“除”壁垒
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实现企业开办最多跑一次，全流

程缩减企业提交表单材料55%，缩减审批时限和环节近 70%，企

业办理全流程业务提速至最快2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

前7个月，全省新增市场主体超过13.5万户，同比增长30.05%，截至7月底全省实有市场主体超过103万户，同比增长26.42%，增速居全国第一位

今年7月，全省新增市场主体超2.53万户，同比增长36.66%，平均日增市场主体超过8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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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进驻期：
2020年8月19日-9月19日
督察组主要受理2017年围填海专项督察指

出问题整改情况群众质疑的联系电话与邮件
值班电话：0898-65390750
受理联系电话时间：每天 8：30—12：00，14：

30—17：30
专门信箱：海口市专用邮箱A045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海洋专项督察组
进驻海南开展海洋专项督察

17
还有

天

9月17日—20日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西海岸）

招商热线：18608998658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新海南客户端

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中组部选派来琼
挂职干部举行交流会
围绕重点园区发展建言献策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李磊）8月30日上午，
“实践者说——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工作学习交
流会（第六期）”在海口举行。100余名中组部选派来
琼挂职干部再聚一堂，结合各自在园区工作实践，交流
工作做法和体会。

交流会上，戴曦、赵洋明、徐振发、黄薇、邹燕玲、熊
文佳等来琼挂职干部，结合他们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文
昌国际航天城、老城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园区的工作实
践，围绕园区产业规划、要素保障等方面，从不同角度
作了交流发言，就如何推进自贸港政策在园区落地见
效，如何加大招商引资等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会议指出，广大来琼挂职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和思
想认识，更好地融入海南，服务国家战略；在海南期间发
挥专业特长和经验优势，在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等方面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地推动自贸港政策落地见效；要
勇于解放思想和探索实践，形成更多全国首创、国内领
先的改革经验，更好地激活自贸港建设创新创造活力。

■ 本报记者 李磊

在8月28日召开的省委深改委
暨自贸港工委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
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制度集成创新方案》
及第八批8项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
创新案例等相关改革文件。

此前，我省已经分七批发布77
项制度创新成果：商事登记“全省通
办”制度、施工图审市场化和“多审合
一”为企业减去负担；“旺工淡学”人才
培养项目、在全省实现天然橡胶价格

保险，则为群众加足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背后，一项项制度创新正进一

步优化着营商环境、提升社会治理水
平，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
升着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打下了坚
实基础。

“4·13”以来，全省上下围绕制度
创新这个核心，破除思想观念束缚、
体制机制障碍，探索推出一批批制度
创新案例，有效优化了营商环境，提
升了治理水平，为更好地承接落实自
贸港政策打下了良好基础。

优化营商环境
制度“软”环境结出发展“硬”果实

“注册登记一家企业，一天办理
完毕，真是太方便了。”海南鳄珍鳄鱼
产业科技有限公司今年8月5日正式
注册，该公司负责人喻志林在当天拿
到了企业的证照，这样的速度让他很
惊喜。

在此之前，喻志林获悉海南商事
主体登记平台（海南e登记）已经上
线运行， 下转A06版▶

我省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民生红利持续释放

85项制度创新背后的改革动力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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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何志成 吕东星）8月30
日，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人从海南海事局国际船舶登
记中心筹备组领取到了“远东海”轮
国际船舶证书。

“远东海”轮的载重吨达15万
吨，这是海南省历史上最大吨位油
轮，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公布以来，以“中国洋浦港”为
船籍港注册登记的吨位最大的一艘
船舶，标志着“中国洋浦港”跨入10
万吨级巨轮“俱乐部”行列，海南海
事部门支持和服务自贸港建设的力
度进一步加大，国际船舶登记优惠
政策的吸引力进一步有效放大。

受疫情影响，“远东海”轮在厂
建造及试航进程出现一定程度的延
误，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船期损失。为
落实自贸港政策，增强企业信心，海
南海事局国际船舶登记中心筹备组
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启动

了国际船舶登记“一事通办”政务服
务机制。将船舶从建造到投入运行
整个过程作为“一件事”看待，提前介
入、靠前服务，对其所需要办理的证
书文书进行系统梳理，开通绿色通
道，实行线上线下并行办理的模式，
确保航运公司随时申请随时办理。
从7月下旬起共为船舶办理各类证
书和文书20项，全部做到当日申请
当日办结。其中船舶所有权登记证
书、船舶国籍证书等17项证书文书
是8月30日交船当日当场申请办结
的，做到了在船舶交付当日办结所有
海事证书，体现了“自贸港速度”和海
事服务效率。

下一步，海南海事局将进一步
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国际船舶登
记政策和制度体系，构建船籍港
综合质量管理体系，塑造“中国洋
浦港”的“金字招牌”，为开拓海南
自贸港航运事业新局面作出积极
贡献。

载重15万吨“远东海”轮入籍“中国洋浦港”
标志着“中国洋浦港”跨入10万吨级巨轮“俱乐部”行列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王培琳

近日，海南银行的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评级被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从AA
调高至AA+，评级展望为稳定，居于
同业较高水平，成为7月份以来发布
信用评级的全国240多家银行中仅有
的7家评级被调高的银行之一。

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和严峻复杂
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巨大挑战，海南
银行在行党委领导下坚持高质量高
标准推进各领域发展，经营发展不
断取得新突破：截至8月末，全行总
资产比年初增长24%，一般性存款
余额增长27%，各项贷款余额增长
23%；营业净收入和净利润也分别

实现18%、34%的同比增幅。
成立刚刚5年的海南银行，如

何交出这样一份令人称道的亮眼成
绩单？这个答案的线索从5年前其
诞生之初就已经埋下。

2015年 9月1日，作为海南推
进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大举措，海南银行正式成立，成为中
国最大经济特区和国际旅游岛的唯
一省级法人商业银行。从那时起，
海南银行就将省委、省政府赋予“高
质量发展”的初心使命作为贯穿创
立、成长和发展全过程各环节的坚
定理念和根本原则。

2017年底，省委书记刘赐贵赴
海南银行调研时勉励全行员工，抓

住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的
历史性机遇，充分发挥才干，在企业
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体现自身价值、
增强获得感，为推动海南现代金融
服务业发展贡献力量。这些关怀与
鼓励，进一步为海南银行走好高质
量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

因海南而名、为海南而生。5年
来，海南银行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的
部署要求，抢抓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历史性机遇，勇于开拓、改革创新，
在服务海南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
设进程中实现自身发展成熟，初步成
长为海南地方金融的重要生力军。

截至2020年8月末，海南银行
总资产突破660亿元，一般性存款

余额突破4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突破260亿元；开业以来连续实现
盈利，累计实现税后净利润超9亿
元，缴纳各项税费近6亿元。

更懂海南人、更系海南情。新
生的海南银行牢牢地把根扎在这片
天涯热土上，绽放出地方金融一片
枝繁叶茂的新图景，张扬起金融支
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风帆。

抓住产业发展机遇
建设服务美好新海南的特色银行

位于澄迈老城的海南生态软件
园，将海南优良的生态环境融入互
联网信息产业园区，下转A06版▶

厚植金融根与叶 扬帆海南自贸港
——海南银行创立发展五周年纪实

“远东海”轮。（海南海事局供图）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海南自贸港建设有一道重要考
题：如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应答这
一题，海南着力于“做算术”——

例题：建设工程项目取得施工许
可证需要多长时间？

解答：以“告知承诺制审批”为
“解题思路”，海南推进审批时限由7
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

拓展：新项目建设稳步提速，截
至7月底，全省今年新开工项目660
个，同比增长5.3%；新增市场主体数
量大幅增长，前7个月，全省新增市
场主体超过 13.5 万户，同比增长
30.05%，截至7月底全省实有市场主
体超过103万户，同比增长26.42%，
增速居全国第一位。通过推行极简
审批、提升服务水平、促进部门联动
等，海南“减”审批、“加”服务、“除”壁
垒，推进制度集成创新、加快释放政
策红利、实现部门高效协作，大力营

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
商环境，推动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
自贸港。

做审批“减法”
从“减”审批到“零”审批

“去办证，空手回。”这是海口百
佳兴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刘泉永近日办理企业资质
证件的愉快体验。

8月18日，在海口市龙华区政务
服务中心办理企业资质证件时，刘泉
永拿出手机对准二维码一扫，一张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照便显示在手机屏
幕上。

“我们进行项目投标经常需要核
验企业资质证件，有了这样的电子版
证书，我们就不需要随身携带纸质证
书了，非常方便！”刘泉永笑着挥了挥
手走出政务服务中心，不带走“一片
纸张”。

另一头，带去两份材料、领回资
质证书的省建筑设计院经办人杨先
生有相同的愉快体验。

日前，在网上提交相关材料后，
杨先生只带上申请表和承诺书两项
材料到省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办
理业务，当天即办结工程设计资质证
书。

推广使用电子证书、资质审批告
知承诺制等，让刘泉永、杨先生等办
事群众和企业省力省事，源于海南以
审批“减法”为抓手，为群众和企业

“去繁减负”。
“去繁减负”，讲求功力；做好“减

法”，重在实效。
极简审批制度改革、“一枚印章

管审批”改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海南推行的审批“减法”，
名称不同、目标一致：通过减少审批
事项、申报材料等，更有效地减少企
业和群众在审批服务上所花的各项
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自贸

港建设——
减事项，海南在多个重点园区全

面推行“六个试行”极简审批，以区域
评估替代单个项目审批等，最大限度
简化审批流程，审批事项减少70%以
上；省住建厅通过取消、下放、合并等
多措并举，行政审批事项由2013年
初的75项精简至目前的9大项行政
许可事项，数量较少，排在全国前列，
共精简66项，精简率达到88%。

减材料，海口龙华区通过“一枚
印章管审批”改革工作，将涉及多个
部门的上百项行政审批划转至行政
审批服务局，实现建设领域、社会事
务、民生事项等集中审批服务，申报
材料精减80%以上；陵水黎族自治县
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三减（减环节、
减材料、减时限）”攻坚行动，其中减材
料涉及事项16项，已减少材料37份。

减成本，落户海南生态软件园的
鼎泰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负责
人以生产许可证审批举例，“一般没

个一年半载批不下来，但在海南只用
了一个半月，这为企业节省了制度性
交易成本。”三亚太金置业有限公司
前期开发经理王鹏也为三亚中央商
务区点赞，“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当天申请、当天审批、当天拿证，
为项目建设节省了大量资金成本。”

精益求精、减愈求减。做好审批
“减法”，海南正发力从“减”审批到
“零”审批，推动市场主体“轻装上
阵”，更好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洋浦积极推行“极简审批”模式，
推出一批“零审批”事项清单，包括由
政府部门主导实施的未涉及增加建
筑面积的改造整治项目、临时用水用
电用气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期间的临
时出入口等30项建设项目事项无须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进一步为项目“松
绑”、为企业“减负”，助力海南自贸港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下转A02版▶

我省通过“减”审批、“加”服务、“除”壁垒，大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做算术”服务意识“乘倍数”

白沙建立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制度

“一次办好”让人才“零跑腿”
本报牙叉8月30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陈声

玲）《白沙黎族自治县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管理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管理细则》）近日出台，提出建立高层
次人才服务联络员制度，做好人才服务工作。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该项制度涉及19项服务
事项，涵盖子女入学、科研平台支持、人才落户、人才
住房租赁及购房补贴、医疗保健、税务服务等，每一
具体事项还公开了相应职能部门及业务部门的具体
联络员名字、手机号码等。《管理细则》要求，白沙要
面向高层次人才实行精准服务，打造“热情周到、精
准对接、专人服务、高效办理”的高层次人才服务保
障模式，围绕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构建以“一次办
好”“零跑腿”为标志的高层次人才服务优势，营造更
加开放便利的人才服务环境。

白沙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白沙政务服
务中心已设立白沙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集中受理服务
事项申请，为白沙高层次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确保各
项高层次人才服务保障及待遇落实。同时，白沙有关部
门正在积极对接省级人才网上服务平台，做好人才服务
事项网上预约、网上受理、网上办结，共同推进互联互通、
开放共享、协调创新的“一站式”网上服务平台建设。

按照安排，白沙县委人才发展局负责组织开展全
县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培训工作，同时建立高层
次人才服务联络员奖惩机制，每年对一批工作成绩
突出、高层次人才评价好的服务联络员进行通报表
扬，所在单位对其在评先树优、职务晋升、岗位聘用
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对服务工作不到位、造成不
良影响的服务联络员，由所在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通报批评和给予严肃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