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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 16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6月16日，党史学
习教育中央第七指导组正式进驻海南开
展督导指导工作。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
七指导组组长程振山出席对接会并讲
话。省委书记、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组长沈晓明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
副书记、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
组长李军出席会议。

程振山介绍了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
七指导组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安排。他强
调，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党的历
史学习好、传承好、发扬好，更加坚定地以
党的辉煌历史和光辉未来筑牢精神支柱、
引领前进方向。指导组将强化政治责任

和政治担当，深入一线，抓督导、促落实，
推动深化党的理论创新学习、抓好党史专
题学习专题培训及讲好党史专题党课，加
强对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督
导，指导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
会，指导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与做好中心工作两
促进、两不误，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党
史学习教育各项任务。

沈晓明表示，海南将以此次指导为
契机，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要论述精神，结合海南实际，突出改革开
放史的学习，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
充分的思想认识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坚
持多点发力，持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广
泛开展基层宣讲，举办好庆祝建党100

周年系列重要活动，以更精准的工作措
施抓好党史学习教育；注重成果转化，按
照“重质量、重增量、重实效”的要求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认真开展
好“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以更
务实的工作成效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压
实主体责任，全力支持配合指导组开展
工作，全面坚决抓好指导组反馈意见的
落实整改，凝聚各方合力，形成齐抓共管
格局，以更有力的组织保障抓好党史学
习教育。

会议听取了我省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开展情况介绍，并观看了汇报片。

中央第七指导组副组长吴朝晖及指
导组成员，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副组长、成员及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相
关工作组负责同志参加对接会。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七指导组
进驻海南开展督导指导工作
程振山沈晓明出席对接会并讲话 李军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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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况昌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6月15日，省委书记
沈晓明、省长冯飞到海口江东新区临空
经济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
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明确发
展定位，突出产业重点，用好区位优势，
用足自由贸易港政策，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进度，推动海南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沈晓明一行先后考察了解海口空港
综保区监管设施、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
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等项目建设进展情

况。他强调，要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园
区经验，提升空间利用效率，改进管理服
务方式，进一步推动园区集约化发展；要
对入驻园区重点企业，用好“一企一策”
扶持政策，加大支持力度，更好服务企业
发展。

座谈会上，沈晓明听取了临空经济
区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发展临空经
济符合我省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对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具有战略意义。要进一
步明确海口临空经济区发展定位，突出
重点产业发展方向，谋划推动冷链物流、

公务机及通航、融资租赁、飞机维修、临
空加工制造等产业发展，打造面向太平
洋、印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要进
一步完善临空经济区规划，优化空间布
局，既加快推进现有项目工程建设，也为
后续发展留足空间。要不等不靠、主动
作为，加快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落
地，加强政策对接争取，持续扩大“战
果”，切实将政策“含金量”变成发展“生
产力”。

省领导何忠友、孙大海、倪强参加
调研。

沈晓明到海口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

明确定位 突出重点
加快推动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冯飞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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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刘操）
6月16日下午，省政协在海口召开集
中解决秸秆禁烧综合利用和严禁土法
熏烤槟榔专题协商会议。省政协主席
毛万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

生态环保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省政
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负责人介绍有
关省市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经验做
法，三亚市作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经验
交流发言，屯昌县作严禁土法熏烤槟榔
经验交流发言。省政府和省直有关单
位相关负责人发言。 下转A02版▶

省政协召开集中解决秸秆禁烧综合利用
和严禁土法熏烤槟榔专题协商会议

毛万春出席并讲话

本报海口6月 16日讯（记者计思
佳 周月光 林书喜 高懿）《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以下简称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6月 10日正式颁布实
施。连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关注
度持续上升。6月16日，我省各市县相
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纷纷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激发了
社会各界积极投身自贸港建设热潮的信
心，各市县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围绕
重点产业积极开展招商，打造产业发展
新高地。

就如何贯彻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海口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黄舸表
示，海口将着眼于制度建设，落实国务院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计划出台的《海

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制定
海口市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性文件，从制
度建设层面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提供保障；其次，落实好海南自由贸易港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海南自由贸易
港市场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等市场准入制
度，对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各类市场主
体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同时完善以过
程监管为重点的信用监管体系，构建守
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促进形成开放、
公平、有序的投资市场环境。

最后，还要以2025年前营商环境达
到国内一流水平为目标，完善海口市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机制。坚持开展部门和
各区营商环境评价，以评促改，以评促
优。重点针对市场主体反应的准入门槛
高、办事事项多、流程复杂、耗时过长等

突出问题，统筹各单位更加精准地出台
更多实招硬招，督查相关领域改革任务
尽快落地见效。加快营商环境制度创
新，通过系统集成推进，流程优化再造，
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是从国家
立法层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实现制度集
成创新、系统协调推进改革提供法治保
障，进一步彰显了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
决心。”三亚市发改委主任陈明表示，该
委将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坚决贯彻落
实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在具体措施上，三亚一是要抓项目、
扩投资，增强发展后劲。开展“项目建设
服务年”活动，按照承诺即入制、极简审
批原则，制定该市加快推进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实施的有效措施。下转A02版▶

我省各市县热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打造产业发展高地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 张成林

好政策如何落到实处？在“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动员部署会
上，省委书记沈晓明开出了针对性药
方，明确要求推动全省厅处级领导干部
走出机关、走进基层、走近群众。厅处
级领导干部大多处于政策制定的“最初
一公里”，如何完善闭环反馈机制，打通
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毫无疑问，需
要深入一线，站在群众和市场主体视
角，以换位体验感知成效、校准航向。

古人言，“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
音。”俗语也常说，病生在自己身上才觉
得疼痛。具体到抓落实中，这一普遍道
理同样适用。在自贸港建设中，政策落
实效果怎样，群众满不满意，堵点难点
在哪……如果不亲身到基层去看看、去
感知，就很难掌握真情实况，难免导致
政策跑偏走样。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
习惯于精神传达，以为政策出台就算了
事，对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却鲜少关
注。如果问及政策“末端梗阻”究竟

“堵”在何处、“塞”在哪里，恐怕有不少
干部说不出个所以然。究其原因，不在
于资料翻得不够、汇报听得不多，而是
没有换位体验，少了一些“切肤之痛”。

事实上，政策落实迟滞，“最初一公

里”与“最后一公里”相脱节，其中影响因
素不一而足。比如，责任悬空、无人担
责，文件层层转发，却没有因地制宜制定
实施细则，难以落到具体部门、人头上；
再如，因利益掣肘，一些地方、部门消极
应付，选择性落实；又如，一些干部作风
懈怠、有心无力，“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
事”，敷衍塞责等。无论是哪一种因素，
仅仅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是无法具体感
知的，只有放下架子、躬下身子，以换位
体验的方式，积极走流程、进农村、进社
区、进企业、督执法，才能找准堵点、破解
难点、促进发展、取得实效。

耳闻不如目见，口说不如身逢。特
别是在自贸港建设中，前所未有的新政
策、新举措相继出台， 下转A02版▶

以换位体验抓好落实
——扎实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系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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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注重家风建设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近日，
省委书记沈晓明参加他所在的省委常委
办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参观“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主题展，学
习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家
风故事。

省级领导干部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
所在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是海南创新开
展的“省领导党史学习教育‘十个一’主
题活动”的内容之一。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部
署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
任，始终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和重大政治责任来抓，坚持在顶层
设计上下功夫，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
数”作用，以上率下、高位推进，确保党史
学习教育落地生效、走深走实。

高位推进
学习热潮在全岛迅速掀起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意义重大。

省委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召开后，第一时间成立由
沈晓明担任组长的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抽调相关单
位精干人员开展集中办公，为全省党史学
习教育开好局、起好步打下了坚实基础。

马不停蹄，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工作
会议、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座谈会、市县党
史学习教育推进会、省委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等先后召开，传达
学习党中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落实措
施，交流学习经验做法，不断将党史学习
教育引向深入； 下转A03版▶

海南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确保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以上率下抓落实 比学赶超掀热潮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李磊）6
月16日，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冯飞主
持召开省政府党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求把党史学习
教育的实践成果落实到贯彻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工作上来。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海南三年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李克强总理等中
央领导同志指示批示精神，党组成员
分别汇报了重大事项落实情况。冯飞
要求，结合落实自贸港法，推进海南高
质量发展，以政策落实为重点，既要积
极争取政策，更要狠抓政策落地、落
实、见效。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
海南风险防范以及天然橡胶生产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听取有关落实情况汇报。
冯飞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确
保自贸港建设的正确方向，牢固树立风
险意识和底线思维，突出重点、有效防
控，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切实把重点任务
推向深入。

沈丹阳、冯忠华、闫希军、王斌、倪强
出席。

省政府党组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会议

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工作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6月16日，“红色时光巴士”主题公交在海口海秀东路上行驶。车身上“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等党史学习教育宣传标语醒目。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相关报道见A03版）

神舟十二号今日
9时22分发射
飞行乘组由聂海胜、

刘伯明和汤洪波三人组
成，聂海胜担任指令长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袁宇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只争朝
夕！

6月15日上午，全省“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动员部署会在海口召
开。15日下午，我省召开“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办公室第一次会
议。15日晚，省“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办公室发出通知，督促全省各
地各单位迅速“动”起来，要求推动活动
有序开展。

6月16日，全省各地各单位结合各
自实际，第一时间开展“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全省上下明确：开展该项

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拓展党史学
习教育和全省作风整顿建设成果的具体
举措。部分厅处级领导干部已走出机
关、走进基层、走近群众，体验办事流程、
了解社情民意、掌握企业需求。

激发园区人力资源活力

“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有哪些问题亟
待解决”“怎样进一步加快未来产业园
的建设进程”“怎样为新业态的就业人
员贴心服务、解决问题”……

一个个问题，需要用行动来回答。
6月15日至16日，省人社厅组织

专班深入三亚、海口多个产业园区，倾
听企业心声，了解企业需求，为制定出
台服务企业的相关措施提供一手资料
和决策参考。

6月16日，省人社厅厅长王鹏和该
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前往海口复兴城互
联网信息产业园和未来产业园，走访参
观园区并召开座谈会，了解园区企业需
求和亟待解决的问题。15日，该厅副厅
长李璟带队赴三亚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和旅游人才市场，向园区和企业征求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建议。

“以服务自贸港就业和人才引进为
目标，以面向自贸港重点产业提供全链
条服务为方向， 下转A02版▶

各地各单位第一时间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全省迅速“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