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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获奖项目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杨洲

“现在只要作出书面承诺就可办
理施工许可证，我们当时用了不到半
个月就拿到了施工许可证，所以办公
楼建设速度很快。”近日，中兴通讯三
亚研究所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内的新
办公大楼正式投入使用，该研究所行
政总监罗威认为，这得益于海南实行
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告知承诺制，他
们才能快速办完审批手续推动新办公
大楼落地建设。

工程建设项目从拿地到落地建
设，审批涉及的部门多，审批程序繁
杂。为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营商
环境，去年6月，我省在全省范围实
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告知承诺制，并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现施工许可证
1个工作日发放，进一步压缩了审批
时限，提高了审批效率，该举措实施
效果良好。

见成效——
审批时限压缩至1个工作日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实行
施工许可告知承诺制后，审批时限由
国家规定的7个工作日压缩到1个工
作日办结。与此同时，我省住建部门
大胆创新、简政放权，在施工图审查方
面，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且不
超过五层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其设
计文件可不再进行施工图审查。工程
质量监督手续与施工许可证合并办
理。这些新举措的实行，让施工手续
办理更便利，推动工程项目建设提速。

海南康安学校项目是拿到我省首
张告知承诺制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建设
项目，该项目代建单位海口佳和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哲敏介绍，去
年6月26日上午，该公司向海口市住
建部门提交相关资料，当天下午就拿

到了施工许可证。该项目随即开工建
设，目前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项
目施工许可审批提速，项目建设就能
提速，产生的效果就是，极大减轻了企
业的人力和时间成本。”

截至今年 8月 31日，我省共有
2545个项目借助告知承诺制取得施
工许可证。申请人在短时间内取得
施工许可证，享受到了新政策释放的
红利。

扩范围——
住建领域企业资质审

批也实行告知承诺制

在实行施工许可告知承诺制的基
础上，我省将告知承诺制审批的范围
进一步扩大。今年3月，省住建厅印
发《关于在我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开
展企业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告知承
诺审批工作的通知》，在全国率先全面

实现勘察、设计、建筑业、监理、造价、
检测、房地产开发、安全生产许可等住
房城乡建设领域企业资质告知承诺制
审批全覆盖。截至8月31日，全省各
层级的审批权限部门已通过告知承诺
制审批方式核发2218家建设工程企
业相关资质。

重监管——
企业弄虚作假将严罚

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意味着政府
的管理思路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

“轻审批重监管”。一旦在监管过程中
发现企业有弄虚作假行为，监管部门
将对企业进行严厉处罚。

去年6月，省住建厅发现三亚某
公司在告知承诺申报材料里申报的业
绩内容有虚假成分，撤销该公司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自撤销之
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项行政许

可，并通报批评该公司。同时，为加大
信用联合惩戒力度，省住建厅将该企
业此次不良行为记入海南建筑市场监
管公共服务平台，并推送给诚信中国
（海南）平台。

“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简化行政
审批事项，让企业在项目建设前期审
批、企业资质办理等环节享受到便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市场主体的监管放
松了。”省住建厅厅长霍巨燃说，该厅建
立以诚信为基础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实施批后核查和“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并结合监管核查情况制定整改处罚
标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惩戒。

据介绍，在基础信息完备的条件
下，今后省住建厅将取消住建领域的
施工许可、资质申请审查审批，采用备
案制审批，将备案信息推送给各相关
职能部门，建立以诚信为基础的事中
事后监管新模式。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

我省实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告知承诺制，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打通审批堵点，项目建设赢在“起跑点”

2020海南自贸港
对外经济论坛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邵长春）2020海
南自贸港对外经济论坛暨供应链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9月19日在海口举行。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张慕葏以《以创新驱动促
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开篇主讲，中国社会科学院
投融资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经伟、海南政法职业学
院副院长朱绵茂、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院长王毅
武等专家学者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主题从不同角
度展开演讲。同时，论坛还邀请了多位嘉宾就自
贸港建设热门话题，与听众进行对话。

当天还举行了供应链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亚
欧非外贸物流“海外仓”与海南自贸港“承接仓”等
5个项目集中签约。

活动由国杰老教授科学技术咨询开发研究院等
单位主办，海南省对外经济发展促进会等单位承办。

2020年博鳌旅游发展论坛开幕
本报博鳌9月19日电（记者赵优 刘梦晓）9

月19日上午，2020年博鳌旅游发展论坛暨旅游
商品博览会（以下简称论坛）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
会议中心开幕。

本届论坛以“自由贸易港旅游业发展的机遇
与挑战”为主题，议程涵盖开幕式、2020“万泉河
畔 国潮再起”旅游消费主题夜市、“健康旅行 医
养海南”海南医疗旅游专题推介会、省市旅游专题
推介会等以及涉及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医疗旅
游、文旅演艺、智慧文旅、乡村振兴、高尔夫等领域
的16场分论坛，旨在搭建政、商、产、学、研于一体
的高端交流平台。同期举行的旅游商品博览会展
会设有近百个展位，涵盖旅游商品展销、旅游项目
招商、旅游企业展示等版块。

作为论坛东道省的海南，如何推动旅游业复
苏以及推进自贸港建设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主要
焦点。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海南旅游疫后
振兴相关举措以及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相关情
况，并向与会嘉宾发出邀约，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到
海南考察交流、投资创业，共享海南自贸港发展新
机遇。在对话环节中，与会嘉宾围绕“自由贸易港
旅游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疫情下如何重振旅游
经济”的话题展开讨论，各抒己见。

“智慧文旅·博鳌宣言”于开幕式上发布，中国
文旅大数据产业联盟同时启动。此外，本届论坛
还开启线上同步直播，开幕式吸引了国内近8.2
万人次观众在线观看。

驻琼全国人大代表围绕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开展调研
为国家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贡献海南方案和海南智慧

本报椰林9月19日电（记者昂颖）根据全国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开展2020年全国人大代表
专题调研工作的通知》要求，9月15日至19日，省
人大常委会组织驻琼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组成调
研组，就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情况开展
集中调研。19日下午，调研组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召开海南省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座谈会。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
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业遂，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保铭，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吕彩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
俊，副省长冯忠华等14名驻琼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以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北川、秘书长林泽
锋出席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和陵水县关于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进
行交流座谈。

座谈会上，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并建议海南要
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健全支撑保障，完善各项规章
制度，努力为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贡献海南方案
和海南智慧；要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加
快推进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落实社区协调发展机
制，切实增强居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要广泛宣传，
加大科普宣讲力度，营造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调研期间，调研组先后前往昌江霸王岭国家森
林公园、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保亭呀诺达雨林文化旅
游区、陵水吊罗山科普展览馆等地，通过实地查看、
听取情况介绍、与干部群众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
解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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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一流营商环境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陵水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挂牌成立

本报椰林9月19日电（见习记者高懿 记者
梁君穷）9月18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在该县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揭牌成
立。当天，产业园运营公司海南惠多多和第一批
入园企业签约入驻。

据了解，陵水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将通过提
供在线的工商、税务、银行一站式注册入园能力以
及多种优惠政策，计划3年内引入100家全国头
部的人力资源公司，赋能提供行业交流、人才大数
据、线上产业园、项目合作、孵化培育、增值服务等
类型的服务，搭建陵水人才引进载体，为“智慧陵
水”建设提供人才支援。

陵水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陵水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的成立，既是陵水进一步改善人
力资源服务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人才引进的重要措施，也是
促进稳就业、促创业的有利战略。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近日，在定安县翰林镇从事建筑
工程建设的龙借超签收了一份特殊
的邮件。邮件里装的，是前一天他从
网上申领的税务发票。

以往申领发票，纳税人需要带上
资料到办税服务厅叫号排队，集中在
窗口办理。龙借超以自己为例介绍，

“翰林镇离县城几十公里，来回一趟
至少3个小时。到了办税服务大厅
一般也要等半个小时才能办理业务，
要是遇到机器故障，折腾下来，一天

的时间就没了。”
“现在不用跑去办税大厅，发票

直接邮寄到家，现在在定安办税真
是越来越方便！”龙借超感受的变
化，是定安着力打造便利化营商环
境，持续优化办税服务的一项新举
措。从今年8月起，定安县税务局
推行“码上办、邮寄办”服务，最大限
度便民办税，着力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

何为“码上办”？定安县税务局见
龙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叶心媛用手机向
海南日报记者展示，“你看，纳税人只

要扫描这个二维码，登录‘海南省电
子税务局’系统，今后足不出户就能
办理90%以上的涉税申请业务，像
纳税人信息采集、缴税纳税、代开发
票等业务，都能在线上办理。”

“‘邮寄办’这项服务更为贴心，
以往纳税人需要到大厅领取发票，
现在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只要在网上
提交申请，税务端将有专人接收审
核，由邮政部门提供上门配送，最快
可实现‘当日申请、当日审批、当日
送达’，发票最迟12小时内便可送
到群众手中，有效地避免了纳税人
往返办税，既省时又省力！”定安县
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党支部书记林
冬梅介绍。

不仅如此，为了尽快推广这项
服务，定安县税务局还安排工作人
员分别下到多个偏远乡镇，现场指
导群众扫码，网上提交开具发票的
申请，享受发票邮寄到家服务。截
至目前，定安已发出超过1.5万份这
样的邮件。

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市场活力，
不仅需要下大力气、啃硬骨头，还要
瞄准企业的“堵点”“痛点”，出台更
多实实在在的举措。林冬梅告诉记
者，定安还将进一步优化办税资源，
让纳税人多走网路、少跑马路，进一
步提升纳税人办税体验，让越来越
多纳税人享受到高效、便民的办税
服务。 （本报定城9月19日电）

定安推行“码上办、邮寄办”，不断优化办税环境

最大限度为纳税人省时省力

进入下半年，海南会展业快速复苏，会展活动数量、办展规模质量等方面不断向好。图为参加相关展会的游客在
博鳌免税店选购商品，“会展旅游+免税购物”进一步带动我省旅游消费。 本报记者 袁琛 摄旅游消费旺

◀上接A01版
推介起琼中的资源优势、惠企政策和发
展前景。

“当时距离开会只剩10分钟，但高县
长就是用这10分钟打动了我。”王海燕还
记得，当天开完会后她直接赶到琼中，由
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陪着一起考察，双方
很快就达成了合作意向。

看似机缘巧合，这一合作的达成却
离不开琼中“人人参与营商环境建设”的
自觉行动。

“我们要求每一名党员干部和政府工
作人员，都把自己当成优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一环，履职尽责，时刻准备。”琼中县委副
书记、县长王琼龙介绍，正是基于“企业需
要什么、政府就提供什么”的服务理念，该
县于今年4月出台县级领导“一对N”结对
联系企业制度，并建立了2小时问题上报解
决工作机制，逐步畅通政商沟通渠道。

今年5月，三永集团在琼中的星级度
假酒店项目因征地陷入停滞。琼中县委
常委、常务副县长王大周作为这一项目的
县级领导联系人，第一时间带队前往项目
涉及棚户区开展动员走访工作，半个月不
到，完成了全部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工作。

“拆迁工作有多难做我心里非常清
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推动问题解决，真
的非常意外。”从项目落地审批全程代
办，到后期政务服务“一次都不跑”或“最
多跑一次”，再加上结对领导干部“店小
二”式的服务，三永集团负责人董杰不禁
感叹，琼中的党员干部是真正把企业的
事情放在了心上。

活起来 盘活存量吸引增量

把企业的事情放在心上，是琼中构
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具体举措。而一份
良性关系的形成，既要有真关爱，也离不
开严要求。

在琼中县委办公楼的一楼大厅立着
一块大展板，上面显示的是重点项目进展

“红黑榜”。“红黑榜”上，业主单位、分管领
导一一罗列，推进有力的项目被予以“红
旗”奖励，推进不力的项目获得“黄牌”或

“黄灯”警告。“工作好不好，‘红黑榜’上见
分晓。”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发改委主任覃
海龙说，每月对照计划任务“晒”出成绩单，
通过褒扬先进、鞭策落后，能有效形成你追
我赶、奋勇争先的干事创业良好氛围。

而在出实招为企业纾难解困之余，
琼中牢固树立向存量要增量的理念，下
大力气做好盘活文章。

位于琼中营根镇白龙溪南路的坡地
上，一栋栋别墅式酒店错落分布。而距
此地约4公里外的“三月三”广场西南
侧，琼中民族文化博物馆默默矗立。这
两个地方都曾因项目方资金链出现问
题，一时停滞。

为把这盘“死棋”下活，今年以来，琼
中县委县政府召集项目负责人，通过招
商引资、依法处置等多种途径，让项目

“进度条”重新动起来。
日前，这两个项目已陆续复工，预计

今年年内即可投入运营。而更让人欣喜
的是，“旧巢”刚盘活没多久，“新凤”便已
闻风而至——艾特公司希望将琼中民族
文化博物馆打造成国际设计博物馆；别
墅式酒店中的两栋被依法处置作为人才
公寓，吸引了2家科技企业进驻。

将土地资源“紧缺”与闲置资源“沉
睡”的现实矛盾有效化解，在提高土地利
用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也
让琼中另辟蹊径走出一条招商引资的新
路子。 （本报营根9月19日电）

琼中：走活招商棋
释放引资强磁力

本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王刚
刘新成）近日，省药监局发布核发《药
品生产许可证》（B.委托生产的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相关规定的通告，
明确核发有关事项，推动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制度在海南落地。

通告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申
请《药品生产许可证》（B.委托生产的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细分为三种情
形。第一种用于申请办理药品注册

有关手续；第二种用于受让其他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的药品注册文号；第
三种用于正式委托生产。第一种和
第二种情形以附条件审批方式核发
药品生产许可证，企业按规定作出
承诺，不予现场检查即可发证；对于
第三种情形，省药监局出台《药品生
产许可证（B.委托生产的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现场检查验收标准（试
行）》，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相

关责任义务，确保持有人具备保障
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
的能力。

通告主要解决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制度在海南落地的问题，既快速
便捷办理药品研制机构和受让其他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注册文号
的企业的申请，也严格审核正式委托
生产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资质。

省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结合

海南自贸港相关政策，通告的发布有
利于吸引外省药品生产企业将药品
注册文号转移到海南，将优质品种转
移到海南落户，或在海南组织生产；
有利于确保委托其他企业生产的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切实承担起保障
药品全生命周期安全的主体责任；有
利于确保海南药品研制机构顺利取
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药品
注册证书。

我省岀台相关规定

推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在琼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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