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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罗清
锐）12月5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新闻联播》关注海南自贸港建设成
果。报道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发布半年来，海南改革开
放力度加大，政策密集落地见效，自
贸港建设步伐提速。

报道称，前不久，海南国际投资
“单一窗口”正式上线。“单一窗口”将

13个部门的 20个政务系统整合到
“一张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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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2个工作
日即可办结。

“极简审批”等政策的稳步实施
极大激活了市场投资，半年来，海南
新增市场主体18.09万户，比去年同
期增长24.04%。新增外资企业671
户，同比增长了229.80%，是今年前
五个月的6.99倍。目前海南市场主
体已超115万户。

报道指出，自今年6月起，海南
创新工作方式，按照双月项目集中
签约、单月项目集中开工方式推进
项目落地。半年来，共开展招商系
列活动68场，达成200多项具体合
作，三次集中开工272个项目，总投
资684亿元。

前三季度，海南现代服务业增加
值1111.57亿元，增速5.6%；十二个重
点产业增加值合计为2440.28亿元，
增长1.6%，比上半年增加1581.01亿
元，增速提高3.4个百分点。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罗
霞 彭青林）12月5日，省政府党组书
记、代省长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政府系统学习宣
传贯彻省委七届九次全会精神工作。

省政府领导结合分管领域工作
实际作了交流发言。

冯飞强调，各级政府要切实把
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到全面依法治

省的全过程，认真学习领会，吃透基
本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明确工作要
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与
海南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全业务、
全时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统筹推
进自贸港法治政府建设，加快推进
法治社会建设，切实加强法治队伍
建设，不断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

冯飞指出，学习宣传贯彻省委

七届九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全省政
府系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深
刻学习领会，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
彻热潮，重点做好“三个结合”文
章。要与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相结合，全面逐条
对照落地，紧紧抓住目标、平台、项
目、政策、改革、机制、督查考核等7
项要件推动工作落实，形成工作闭
环。要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相结合，深刻认识海南自

贸港与新发展格局的内在统一，努
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
点。要与实现自贸港建设目标任务
相结合，加快推动总体方案落地，全
力以赴建好海南自贸港。

冯飞要求，要以全会精神为指
引，对标海南重大责任和特殊使命，
对标全会提出的主要目标，对标海南
新的历史方位，对标海南特殊优势，
对标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对标高质
量发展要求，对标改革创新的鲜明导

向，对标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
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深化细化海南

“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各重点专项规
划，确保按时间节点高质量完成编
制。要着力抓好冲刺年度预期目标
任务、补齐民生短板、起草政府工作
报告、常态化疫情防控和保供稳价、
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岁末年初各项
工作。

刘平治、苻彩香、沈丹阳、冯忠
华、闫希军出席，王路列席会议。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和省委七届九次全会精神

■ 本报评论员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
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
出重大战略部署。在刚刚闭幕的省
委七届九次全会上，省委书记沈晓明
强调，坚定不移学懂弄通做实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做到对“国之大者”心
中有数。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是
我们当前面临的事关全局和长远的
紧迫政治任务。奋进自贸港，开启新
征程，需要我们吃透精神实质，把握
核心要义，深刻认识、领会“国之大
者”，着眼大局、判明大势，把自己摆
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海南一
贯到底、落地生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一次具
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五中全
会精神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博大精
深，科学回答了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
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海南高
质量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提供了根本
遵循、指明了奋斗方向。五中全会提
出的“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和2035
年远景目标，在时间上统领了海南自
贸港建设第一、第二阶段发展目标。
只有真正学习好、贯彻好五中全会精
神，才能在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找准
定位，稳步建设好具有较强国际影响
力的高水平自贸港和美好新海南。
为此，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五中
全会精神，把握新发展阶段、坚持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抢抓发

展新机遇，以对标一流、实干担当的
实际成效体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深学笃行、抢抓新机遇，要学深

悟透，把握好“国之大者”。十九届五
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
求、新举措，必须反复学、系统学、长
期学。五中全会提出什么我们就要
关注什么，五中全会强调什么我们
就要落实什么，在深学细悟中深刻
把握“国之大者”，胸怀大局、顺应大
势，努力扛起新担当、作出新贡献；
要把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与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工作的
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中央
12号文件、《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紧密结合起来学，做到融会

贯通、知行合一；要全面准确宣讲五
中全会精神，推动五中全会精神在琼
州大地上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广泛
践行，激励全省上下自觉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深学笃行、抢抓新机遇，要找准
定位，发挥好引领作用。“十四五”时
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党中
央作出的重大判断。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
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
变化，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
机。我们要着眼“两个大局”，深刻认
识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找准
海南自贸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
定位和比较优势，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准确识变、科
学应变、主动求变，努力在危机中育

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要增强机遇
意识和风险意识，牢牢把握国家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以及自贸港建设千载
难逢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海南自贸
港引领作用，全力打造双循环的重要
交汇点，奋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走
在前列。

深学笃行、抢抓新机遇，要真抓
实干，激扬奋进状态。海南自贸港
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
略。“4·13”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在重要场合和时间节点的重要讲话
中提到海南，对自贸港建设高度重
视。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指出，
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设
对外开放新高地。使命激荡人心，形
势催人奋进。 下转A03版▶

深学笃行抢抓新机遇
——一论贯彻落实省委七届九次全会精神

央视《新闻联播》关注海南自贸港建设

开放脚步加快 海南自贸港建设提速

明年1月下旬召开
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刘操）12月5日下午，
省政协七届三十一次主席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
（草案），建议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明年1月下旬在海
口召开。

省政协七届十五次
常委会议召开
毛万春主持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刘操）12月5日下午，
海南省政协七届十五次常委会议在海口召开。省政协
主席毛万春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
五次全体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
讲话和重要署名文章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十三届
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七届九次全
会精神、省委重要会议精神。

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省政协助推创一流营商环
境工作考核暂行办法》；会议通报了“完善上下联动机
制，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试点工作进展情况。

毛万春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和省委七届九次全会精神，要准确把握全会的
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真正学懂弄通做实，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要紧
紧把握自贸港建设这条主线，继续围绕推动“十四五”
规划编制实施，精心选择党政所想、政协所能的课题，
深入开展协商建言。省政协每个专委会都要根据各自
的分工定位，发挥专长特色，组织省政协常委和委员持
续开展调查研究，形成针对“十四五”规划的调研协商
成果。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也要广开
言路，对“十四五”规划提出真知灼见。

毛万春表示，要筹备好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扎实
推进“完善上下联动机制，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试
点工作；统筹做好琼港经济合作、抓好协商议题、继续
深入助推创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政协工作品牌化
建设、持之以恒开展生态环保民主监督、持续助力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通过全国政协协商议政平台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切实加强队伍建设等工作。

省政协副主席马勇霞、李国梁、史贻云、陈马林、蒙
晓灵、侯茂丰出席会议。

本报三亚12月5日电（记者况
昌勋）12月5日，第三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在三亚开幕。海南省委书记
沈晓明致辞，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致辞并
宣布开幕。

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共为期8
天，分为展映板块和开幕式、大师班、
H！Future 新人荣誉、H！Action
创投会、H！Market 市场、专题论
坛、闭幕式等主体活动。

沈晓明向电影节的开幕表示祝
贺、向各国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
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下，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顺利开局，拥有独特的政策优
势，日益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重
要平台。海南地处世界上神奇的“黄
金旅游带”，是可以全年全域全时取
景拍摄的“天然摄影棚”，正在加快推
进文旅产业园建设、培养和引进各类
电影人才、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吸引
全球优质资源要素，为电影企业发展
提供了丰厚滋养和优质环境。海南
发展电影产业顺时势之盛、占地利之
便、得人和之美，期待各位嘉宾在这
里展示佳作、洽谈合作；欢迎各位嘉
宾在这里投资兴业，让自由贸易港成
为电影产业发展的热土福地；希望大
家以电影艺术和电影产业推动全球
经济复苏、促进各国民心相通，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慎海雄表示，本届电影节是在一
个特殊时期举办的，对全世界广大电
影人和电影观众都有着特殊的意
义。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
署下，中国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并取得了重大战
略成果，率先控制住了疫情，率先实

现复工复产并恢复经济增长。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的如期举办，既是中国
电影业快速复苏的明证，也进一步呈
现了人类终将战胜疫情的希望之
光。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立足三亚，放

眼五湖四海，汇聚了世界优秀电影，
在这里各具魅力的作品交相辉映、美
美与共，共促文明交流互鉴。本届电
影节展映的优秀影片，必将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凝聚更多正能量，也希

望借助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强劲东风，
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汇聚于此，为
世界电影业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
力量。

电影节开幕前，沈晓明会见了慎

海雄一行，并就深化双方合作进行了
深入交流。

肖莺子、孙大海、许俊、苻彩香、
史贻云出席有关活动。

（相关报道见A03—A05版）

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在三亚开幕
沈晓明致辞 慎海雄宣布开幕

12月5日晚，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三亚海棠广场举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
纳税人累计收入不超过
6万元的月份
暂不预扣预缴个税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记者王雨萧）4日发布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简便优化部分纳税人个人
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称，在纳税人累计收入不
超过6万元的月份，暂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在其累
计收入超过6万元的当月及年内后续月份，再预扣预
缴个人所得税。公告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告指出，对上一完整纳税年度内每月均在同一
单位预扣预缴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且全年工资、
薪金收入不超过6万元的居民个人，扣缴义务人在预
扣预缴本年度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时，累计减除
费用自1月份起直接按照全年6万元计算扣除。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考虑到新税制实
施已有一个完整的纳税周期，纳税人也有了执行新
税制后的全年收入纳税数据，对该部分工作稳定且
年收入低于6万元的群体，在享受原税改红利基础
上，可对其税款预扣预缴方法进行优化，进一步减轻
其办税负担。

很多人非常关心，公告出台后，扣缴义务人该如何
操作？

对此，这位负责人表示，采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扣缴客户端和自然人电子税务局WEB端扣缴功能
申报的，扣缴义务人在计算并预扣本年度1月份个
人所得税时，系统会根据上一年度扣缴申报情况，
自动汇总并提示可能符合条件的员工名单，扣缴义
务人根据实际情况核对、确认后，即可按公告规定
的方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采用纸质申报的，扣
缴义务人则需根据上一年度扣缴申报情况，判断符
合公告规定的纳税人，再按公告执行，并需从当年1
月份税款扣缴申报起，在《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
相应纳税人的备注栏填写“上年各月均有申报且全
年收入不超过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