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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首届消博会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罗
霞 李磊）海南日报记者1月26日从首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
消博会）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上获
悉，首届消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
展开，超过200个全球头部品牌已确
认参展，瑞士将担任首届消博会主宾
国，10余个国家和地区将组团参展。

由商务部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首届消博会，将于今年5月
7日至10日在海口举行，这将是全国
首个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国家级展
会。截至目前，消博会招展工作基本
完成，已确认参展面积超过7万平方

米，完成规划展览总面积的90%。
从招展总体情况看，呈现几个特

点。一是全球头部品牌集聚。已有
法国的欧莱雅、保乐力加，日本的资
生堂、芳珂、欧姆龙，美国的强生、戴
尔以及西班牙敖司堡、澳大利亚澳佳
宝等超过200个全球头部品牌确认
参展。二是国际化程度高。本届消
博会境外品牌参展面积占比接近
80%。瑞士将担任首届消博会主宾
国，日本、德国、法国、韩国、爱尔兰、
中国香港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将组
团参展。三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组团

参展，集中展示本地区的消费精品和
老字号。四是首发首展比重较高。
不少国内外知名品牌明确表示，将在
本届消博会上发布最新产品和最新
款式。比如，德国汉斯最新款的帆船
式游艇确认亮相首届消博会。五是
突出专业化水平。国际展区按专业
化布局，分为时尚生活、珠宝钻石、高
端食品保健品、旅居生活和综合服务
等五大展区。邀请了中国珠宝玉石
首饰行业协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
商会、中国检科院燕窝诚信联盟等专
业机构负责珠宝、酒类和燕窝的组展
工作，并将在展区内设立鉴定专区，

对每件参展产品进行严格审核。
各地采购商报名踊跃。我省正联

合国内外相关机构，积极邀请专业采
购商和高端消费者到会对接全球头部
品牌，并开展采购活动。中国商业联
合会、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等商协会将
积极组织会员企业到会采购。中免集
团、王府井集团、华润万象城、太古集
团、大商集团等境内外免税经营企业、
高端零售商贸企业、大型实体商超、商
业地产企业、头部电商和奢侈品电商
将组团参会，并举办形式多样的采购
对接活动。展会期间，海南将组织开
展丰富多样的旅游消费活动，推动高

端消费者到会参观采购。预计展会期
间专业采购商将达3000-5000人，日
接待高端消费者5万人次。

配套活动筹备进展顺利。我省
正围绕展会主题，精心组织策划一系
列配套活动。除将举办开幕式、全球
免税及旅游零售大会和高端零售创
新发展大会外，不少品牌计划举办新
品发布会；部分国别贸易促进机构将
举办国别产品说明会；中国珠宝玉石
首饰行业协会等行业商协会将举办
相关行业的自贸港机遇论坛；中免集
团、华润万象城等重要采购商将举办
采购对接会。

本报海口 1月 26 日讯 （记者
罗霞 李磊）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
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上，瑞
士将担任主宾国，届时“瑞士制造”
将为消博会增光添彩。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 1月 26日从首届消博会
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上获悉的。

启动仪式上，瑞士驻华大使罗志
谊发来祝贺视频。“消博会对于瑞士
而言将是一场盛会。瑞士担任首届

消博会主宾国，是中瑞两国友好关系
的见证，我们感到无比荣幸。”罗志谊
表示，消博会的举办，对于全球企业
而言非常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海南自
贸港建设正得到加快推进、中国融入

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加快。
罗志谊说，瑞士在国际奢侈品

行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瑞士制
造”品牌代表着声誉、质量和传
统。享誉全球的“瑞士制造”品牌

将以其影响力和国际声誉为消博
会增光添彩。“瑞士企业和高端品
牌非常高兴能在消博会上展示自
己，并用产品美感、独特和信誉吸
引消费者。”

首届消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展开

200余个全球头部品牌确认参展

瑞士将担任首届消博会主宾国

聚焦2020·海南全面从严治党系列综述之四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吴君

“省委第八轮巡视于2020年12
月底撤点，目前七届省委累计巡视
119个党组织，覆盖率80.95%，完成
序时进度。”近日，省委巡视办有关负
责人介绍道。

2020年，海南省委巡视机构坚
守政治巡视职能定位，创新巡视方式
方法，坚持巡视巡察一体推进，做实
做细“后半篇文章”，充分彰显了推动
应对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
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三个大考”
的巡视利剑作用。

持续深化政治巡视
助力自贸港建设

“要准确把握当前形势任务，深
刻认识巡视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牢牢把握反腐败
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个重大论
断，紧紧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这个最
大实际，审时度势，主动作为，从提升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思
考谋划巡视工作，推动自贸港建设开
好局起好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
记、省监委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蓝佛安在2020年4月8日
省委第七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
强调。

2020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开
局之年，对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具
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省委巡视机构
坚守政治巡视职能定位，紧扣党中央
关于自贸港建设、疫情防控、脱贫攻
坚、扫黑除恶、生态环保等决策部署
落实情况开展监督，精准发现问题，
纠正政治偏差。

据了解，2020年开展的省委第
七、第八轮常规巡视和脱贫攻坚“回
头看”、省级公共工程专项巡视，共巡

视省直单位和市县党组织55个，全
年发现问题1213个，问题线索156
件244人。

继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2019年4月脱贫摘帽
后，2020年2月，五指山市、临高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同时退出国定贫困
市县序列。至此，全省5个国定贫困
市县全部实现脱贫。

“始终聚焦政治监督，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作为巡视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以精准监督推动巩固脱贫成
果。”省委巡视办负责人介绍，4月8
日启动的省委第七轮巡视，对五指
山、保亭、琼中、白沙等4个脱贫攻坚
重点市县和省扶贫办等13个省直重
点责任单位党组织开展脱贫攻坚“回
头看”专项巡视，确保脱贫攻坚成色
足、可持续。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持续
提速，涉及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
的廉政风险增加。如何跟进监督、精
准监督、做实监督，成为摆在全省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巡视巡察机构面
前的“必答题”。

“我们紧盯招标投标、合同履约、
设计变更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关键
环节，深入查找项目建设当中的政治
偏差，层层递进抽丝剥茧，传导压力，
压实责任，确保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
项目廉洁高效。”省委巡视办负责人
介绍，省委第七轮巡视对公共工程项
目跟踪监督率先破题，对省级交通领
域公共工程项目开展专项巡视，共发
现问题181个，推动立行立改问题3
个，移交问题线索3件4人，已立案
查处2人。

2020 年 9月 21日启动的省委
第八轮巡视部署对19个省直单位
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同步开展省
级公共工程专项巡视。“我们专项巡
视组用好上轮专项巡视探索的方法
论，坚持突出‘专’的特点，发挥政治
监督导向作用，精准发现问题，推动
解决问题。”该轮巡视第三巡视组
（省级公共工程专项巡视组）组长张
强新说。

创新方式方法
一体推进巡视巡察

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
网，是党的十九大部署的重要任务。
一年来，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坚持
以巡视带动巡察，巡视巡察工作一体
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市县区巡察承接中央、省委巡
视监督，是构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监
督网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只有上下
联动，补短板、强弱项，才能发挥出
1+1>2的叠加效应。”省委巡视办
负责人表示，省委巡视办通过调整优
化巡察工作绩效考核指标、开展巡察
实务大调研活动、编制巡察工作实务
手册、建立信息员制度、专题培训、调
研督导、跟进指导等方式，加强指导
督导，推动解决了一批制约巡察工作
的问题。

省委第七轮巡视部署五指山、保
亭、琼中、白沙4个市县党委各成立1
个巡察组，同步开展脱贫攻坚“回头
看”专项巡察，上下联动、同频共振。
2020年，全省27个市县区开展巡察
共发现问题15546个，发现问题线索

1193件 1725人，立案查处442人，
移送司法机关7人。

市县区巡察工作往往因“地域
小、人头熟”，容易造成“巡不深、察不
透”难题。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坚
持问题导向，创新方式方法和工作机
制，出台《海南省开展市县交叉巡察
实施办法（试行）》，遵循“主体责任不
变、组办关系不变、工作流程不变”原
则，2020年7月首次探索由省级统
筹琼海市、万宁市、澄迈县、定安县开
展了交叉巡察工作，着力破解“熟人
社会”监督难题。

本轮交叉巡察紧贴推进海南
自贸港建设这个最大实际，围绕

“三个聚焦”，把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作为监督重中之
重，做到巡察政治方向不偏移、监
督重点不发散，巡察质效明显提
高，共发现问题 241 个，问题线索
44件67人。

健全常态化整改机制
做实做细“后半篇文章”

整改不落实就是对党不忠诚。
一年来，省委巡视机构持续强化对巡
视整改的统筹协调，完善巡视反馈，
集中督办、情况通报、跟踪督促等常
态化整改机制，持续推动压实整改责
任链条。

“对巡视反馈问题，被巡视单位
整改率已达81.97%；对巡视移交问
题线索，纪检监察机关和被巡视单
位已立案51件59人。”省委巡视办
负责人介绍，根据巡视移交问题线
索，省纪委监委先后严肃查处了省

交通运输厅原副厅长刘保锋、临高
县原县长曹文、海南广播电视台原
副台长叶明等一批领导干部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港必须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针对巡视反馈
问题，省政务中心积极推进法治化便
利化营商环境建设，先后开展专项整
治38次，协调进驻单位对接11家国
家部委和25家省级单位垂直业务管
理系统，实现可网办事项应纳尽纳，
开通智慧政务便民通，设立政务便民
服务站400个，提供153项政务服务
事项“刷脸”一站式自助服务，基本实
现办理个人事项“不出镇村”、办理企
业事项“不出园区”，为自贸港建设增
添政务服务“加速度”。

各市县区把巡察整改是否到位，
有无打折扣现象作为重点，举一反
三，增强治理实效。

“针对巡察指出我镇对带贫企业
缺乏监管，扶贫资金管理不规范问
题，镇党委举一反三抓好整改落实，
全面清理15份镇村与带贫企业签订
的合同，共纠正不合理条款17项，追
回多拨付的扶贫资金83.16万元。”
日前，琼中红毛镇党委召开巡察整改
专题民主生活会，镇党委书记通报巡
察整改落实情况。

“必须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
下去，从严从实做好巡视巡察‘后半
篇文章’。”省委巡视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对整改情况公开之后尚未完成整
改的事项，将继续跟进督导，对整改
不力、敷衍整改的，将依纪依规严肃
问责。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一年来，海南深入推进上下联动完善巡视巡察格局

为自贸港发展亮剑护航

海南省村庄规划优秀成果展开幕

25个村庄案例成果
亮相省博物馆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尹建军）乡村发展，规划先行。1月26日，以“规
划家乡，共谱华章”为主题的海南省村庄规划优秀
成果展在海口开幕。来自全省集聚提升类、城郊
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和基础整治类等
五种不同类型共25个村庄案例成果亮相省博物
馆，全面展示我省近年来村庄规划的优秀成果。
展览时间将持续至2021年2月28日，免费向公
众开放。

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按照“试点先
行、急用先编、总结经验、稳妥推进”的工作思
路，我省启动“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
试点；先后召开全省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和全省村庄规划工作现场会，举办全省村庄
规划设计竞赛，多次开展村庄规划知识入村宣讲
和培训，大幅提升村庄规划编制水平和全社会对
村庄规划的认识和关注度。结合村庄区位条件、
民俗风情、资源禀赋等，将全省村庄划分为集聚
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
和基础整治类等五种类型，提出差异化规划思路
和管控措施。探索出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
法，完善了一套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形成
了一批村庄规划成果，培养了一批村庄规划人才
和队伍。

据介绍，本轮村庄规划遵循“务实、管用、可
操作、能落地”的总要求，强化村民主体地位，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布局，在满足村民建房合
理需求引导集中居住前提下，为推动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农村存量
建设用地和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推动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指引
和遵循。

三亚冬季瓜菜单日出岛量
超3000吨
春节前有望达到3500吨

本报三亚1月26日电（记者李艳玫）1月26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三
亚1月25日冬季瓜菜出岛量超3000吨，主要销
往北京、浙江、广东、广西、河北、河南、湖南等
地，有力保障全国重点城市冬季“菜篮子”稳定
供应。

据介绍，今年1月以来，三亚冬季瓜菜日出岛
量持续上升，1月10日出岛量超2000吨后，每天
出岛量均持续上升。“我们现在每天发货1200吨
左右，主要发往北京、重庆、长沙、广州、上海、杭州
等全国20多个重点城市。”三亚市崖州果蔬综合
批发市场负责人卢日高说。

“三亚冬季瓜菜采收已经进入高峰期，1月25
日出岛瓜菜达到3210吨，春节前日出岛量有望达
到3500吨。”三亚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目
前，三亚出岛的水果主要有芒果、哈密瓜、西瓜等，
蔬菜出岛主要有豇豆、青瓜、丝瓜、茄子、苦瓜、冬瓜
等，主要销往广州、南宁、东莞、嘉兴、沈阳、南昌、长
沙、保定、合肥、无锡、深圳、南京、成都等城市。

今年，三亚冬季种植豆角、青瓜、茄子、苦瓜、
丝瓜、尖椒等品种面积约17万亩，预计总产量47
万吨。为提高冬季瓜菜品质，在生产过程中，三亚
市力推绿色农资引导绿色种植，产品采收上市过
程中严格检测监管，确保进入市场的每一车瓜菜
质量安全。

据了解，目前三亚已构筑“从田头到餐桌”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建立了以“一个中心
三个区域检测站”为核心的四级农产品质量检验
检测体系，218名安监员田间监管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确保三亚冬季瓜菜
100%合格上市，100%持证出岛。

又一眼科产品通过博鳌乐城
在国内获批上市

本报博鳌1月26日电 （记者袁宇）1月 26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管理局获悉，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
批准了美国强生全视Catalys飞秒激光眼科治疗
系统的注册。这是继青光眼引流管之后第二例使
用境内真实世界数据获批在国内上市的医疗器械
产品，也标志着海南博鳌乐城临床真实世界数据
应用试点取得新突破。

强生全视Catalys飞秒激光眼科治疗系统是
一个集成的扫描激光系统，用于白内障手术晶状
体摘除，包括晶状体前囊膜切开术、晶状体粉碎
术，以及角膜内单平面和多平面弧形切割/ 切口
的制作。该套系统具有高准确度、高精密度、更安
全的性能，能够针对患者情况对角膜切口进行个
性化设置并自动切口，实现更高效更精准更舒适
的手术操作。

强生全视Catalys飞秒激光眼科治疗系统是
乐城先行区引进的首个设备类产品，也是首批进
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真实世界数
据研究试点的品种之一。该研究项目是在实际临
床诊疗中对飞秒激光眼科治疗系统进行的一项前
瞻性、单组、观察性临床研究，旨在评估该治疗系
统的整体性能。

该项目继2019年11月在博鳌超级医院成功
实施首例手术后，目前已完成真实世界临床数据
研究项目，超过百余位白内障患者得益于这项创
新科技。

此次美国强生全视Catalys飞秒激光眼科治
疗系统获批在国内上市，也是海南博鳌乐城真实
世界数据应用试点工作向前推进的重要里程碑，
为提速全球创新药械在我国的可及性提供了“海
南经验”。

1月24日，在洋浦经济开
发区保税港区内的海南澳斯
卡国际粮油项目，现场一派紧
张忙碌的景象。

据介绍，洋浦作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增长
极，承担着自贸港建设样板间
的重任，随着各项政策在洋浦
陆续落地实行，各个项目建设
也按下“快捷键”。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洋浦保税港区：
项目建设热火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