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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彭青林

企业和群众办理行政事项中的
“堵点”、难点、痛点，总是受到社会公
众的格外关注，也是各部门开展“查
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的重点。

如何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
利、充分享受政策红利？近段时间，
省农业农村厅和省税务局、省金融监
管局等部门从全流程入手梳理堵点、
破解难题，顺应信息时代要求，通过
流程再造，确保企业和个人线上办事
更加便捷。

暗访企业查堵点，发
票申领破难题

6月30日，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
以暗访方式深入企业，了解涉税费方
面的诉求，其中一家企业反馈发票申
领服务的堵点问题。

据了解，该企业办公地点在海口
市国贸中心一带，但注册地址和生产

经营均在综合保税区，而电子税务局
线上申领发票服务仅能寄送至注册
地或生产经营地，无法新增实际办公
地点为邮寄地址，导致企业只能到办
税服务厅申领发票。

暗访人员实地观察和感受到，电
子税务系统仍存在对部分纳税人的
个性化需求考虑不周、服务的个性
化、精准化程度不够的堵点问题。

7月1日，省税务局立即行动，研
究制定整改方案，组织发票管理部
门、电子税务局管理部门、纳税服务
部门，共同研究新增发票邮寄地址的
问题，探讨是否符合发票管理规定且
电子税务局是否可以实现等问题。

经认真研究，省税务局确认，企
业提出的诉求符合发票管理规定，拟
进行电子税务局系统优化。电子税
务局管理部门按照发票管理规定，新
增发票收货地址等选项，包括企业生
产经营地址、注册地址和新增收货地
址，供纳税人自主选择。目前，该系
统正在测试，即将上线推广。

现场跟踪走流程，四
减两免优服务

近段时间，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相
关负责人通过现场蹲点政务服务中
心窗口、陪同跟踪拟设企业的申报流
程，深入查摆四类金融企业（典当行、
小额贷款公司、商业保理公司、融资
租赁公司）执照申办流程复杂繁琐的
问题，包括提供纸质材料较多、部分
流程重复及多部门“跑动”等问题。

发现问题后，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与省市场监管局协商推进，健全会商
机制，推动解决企业设立之前需要进
行名称核准，以及无法自行在海南e
登记办理营业执照申办等问题。

面对纸质材料提供较多且部分
流程重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加快
推进“零跑动”改革，包括“四减两
免”模式。

“四减”，指减材料、减时限、减环
节、减跑动。“两免”，指政府部门核发

的材料，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凡是
能够提供电子证照的，原则上一律免
于提交实体证照。据介绍，此举有利
于流程再造和优化，将推动该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

申请人提交一次，系
统中在线流转

在“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中，省农业农村厅积极梳理自查，发现
负责审批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创新
创业人才认定”行政审批事项，存在流
程复杂、程序繁琐的堵点问题，增加了
相关人才办理业务的负担。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会同有关部
门，谋划研究减少申报环节，实现“两
级办理、一次申报”，努力助推人才审
批制度优化升级。

根据省人社厅、省公安厅关于贯
彻落实《海南省引进人才落户实施办
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创新创业人才认定”需经市

县农业农村部门初审、省农业农村厅
审核两个环节。由于该事项已进驻
省级人才服务窗口，申请人需先向市
县农业农村部门提交申请，初审通过
后，再向省政务服务中心的人才服务
窗口提交申请。

为减轻申请人负担、优化审批流
程，省农业农村厅经与三亚市政务服
务中心、审批系统技术人员及省政务
服务中心人才服务窗口研讨后，提出
拟通过将市县初审与省级审批串联，
按照“受理—初审—上报—审核—审
批—办结”的流程办理。

其中，前三个环节即“受理—初
审—上报”，由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
负责；后三个环节即“审核—审批—
办结”，由省人才窗口和省农业农村
厅负责。

经过流程再造，申请人只需提交
一次申请，后续环节均由审批人员在
系统中完成在线流转，最大限度地为
申请人提供便利。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

我省有关部门推动政务服务流程再造

让企业和个人线上办事更省事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您觉得来这里办事方便吗？”
“我买了一套二手房，要办理过户登
记。在找了中介代办的情况下，前后
加起来还是跑了5趟，感觉很折腾。”

7月9日上午，海口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来到海口市民游客中心不动
产转移登记服务窗口暗访。在他扮
成工作人员和办事群众交谈时，一
位郭姓女士直言不讳说：“要进一步
简化审批流程，减少市民来回跑的
次数。”

听了郭女士的“吐槽”，该负责人

表示，该女士反映的问题具有典型
性，“要对这个案例‘解剖麻雀’，梳理
整个审批流程中到底哪些环节存在
堵点，立即实施整改。”

于是，当天中午，海口市政府、政
务管理局、资规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
会同郭女士召开电话会议，集中把脉

“会诊”，找出症结所在。
郭女士说，在过户登记的过程

中，最让她头疼的就是预约环节。“来
政务大厅办理过户登记，必须提前在
椰城市民云APP上预约。但根据要
求，只有房屋出售人本人才有预约资
格。我房东人在国外，因网络问题，

他费了很大周折才在APP上预约成
功，这中间耽误了快1个月的时间。”

了解郭女士的遭遇后，海口市政
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解释，为配合防
疫工作，避免人员扎堆，同时减少市
民排队等待时间，现在不动产转移登
记实行全预约办理。要求必须由房
屋出售人本人进行预约，是为防止

“黄牛”抢先预约，倒卖预约号。
“您这种属于特殊情况，到现场

和工作人员解释清楚，就可以直接办
理了。是我们考虑不周，没有对市民
告知说明。”海口市政务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自我检讨说，下一步，要在

APP预约界面对群众进行提醒。
预约难的问题解决了，那为何郭

女士在办理过户登记过程中一共跑
了5趟？经大家梳理发现，因郭女士
有曾用名，为确保交易安全，审批程
序确实会多些。同时，她没注意告知
单上的提醒，办完所有手续后，等1
个小时当场就可以领取房产证，或可
选择免费邮寄送达，而是第二天自己
又跑了一趟。

“通过剖析郭女士的例子，我们
发现不少市民对政务服务中心近几
年推出的便民举措并不十分了解。”
海口市政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其

实，只要资料齐全，办理二手房过户
手续并不复杂，通常半天就能办完。
但现在，很多市民办理过户，还是非
常依赖中介机构，也说明政策宣传力
度还不够。

摸透堵点、提出对策，才能让服
务更贴心，让群众更满意。

“我们将根据电话会议梳理出
一份问题清单，协同资规、住建等
部门，逐一研究解决办法，最后形
成一份专题报告上报给海口市政
府。”海口市政务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

海口市政府暗访调查不动产转移登记审批流程

市民现场“吐槽”部门马上“会诊”

海南自贸港
“数字经济大讲堂”开讲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苏伟 林静）7月 10日，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指
导、中国联通（海南）创新研究院主办的海南自贸
港“数字经济大讲堂”系列活动第一期在海口举
行，来自政府、园区、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100多
人参加活动。

大讲堂邀请了国内知名学者、北京邮电大学
教授吕廷杰做了《数字经济助力海南自贸港发展》
主题讲座，同时围绕海南数字经济发展主题进行
了圆桌讨论。吕廷杰在主题讲座环节分享了数字
经济和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介绍5G、人工
智能等新基建技术和应用，以及数字经济如何助
力海南自贸港发展。

省委省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海南数字经济发
展，近日出台的《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十四五”发
展规划》就将数字经济列入我省三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

为落实数字经济发展要求，中国联通（海南）
创新研究院联合省工信厅举办海南自贸港“数字
经济大讲堂”系列活动，旨在搭建数字经济学习交
流平台，形成常态化学习机制，进一步扩大我省数
字经济宣传力度，更加扎实有力地推进智慧海南
各项建设工作。

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说，海南发展数字经济
要聚焦推动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贸易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创新发展，重点发展智能
制造产业，打通产业链，联通创新研究院组织数字
经济大讲堂系列活动，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学
习平台，希望大讲堂系列活动能够建立常态化交
流机制。

2020年12月，海南省政府和中国联通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中国联通在海南成立中国联通（海
南）创新研究院，为海南输入信息领域高层次专业
人才，为自贸港建设提供专业化智力支持。

“克拉克-海口-达沃”
国际货运航线开通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云蕾 路芳芳）7月10日，由菲律宾皇家航空执
飞的“克拉克-海口-达沃”客改货定期货运航线
开通，这也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今年以来运营的
第10条国际（地区）货运航线。

据了解，“克拉克-海口-达沃”货运航线与传
统点对点直飞航线有所不同，航班每周一、三、六
从菲律宾克拉克起飞后落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在海口装载货物后飞往菲律宾达沃，再由达沃直
飞克拉克，整个航线呈“三角飞行”。此次首航在
海口装载的货物约9吨，主要以电商货物为主，后
续还计划装载海鲜等货品。

美兰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菲律宾至海
口航线的顺利开通，不仅进一步拉近了海南与东
南亚的距离，同时加强了海南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间的国际经贸往来，对构建国际国内
双循环发展格局起到推动作用。

据悉，今年以来，海口至俄罗斯、德国、法国、
印尼、新加坡、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及
中国香港等多条国际及地区货运航线开通，越来
越多的国际货物向海口汇集、中转，促进了海南外
向型经济及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海南国际贸易往
来插上“临空”的翅膀。

海南自贸港投资机遇葡萄牙专场
线上推介会举行

让更多葡萄牙企业
了解关注海南

本报讯（记者罗霞）7月8日，海南国际经济
发展局与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葡萄牙对外投资
贸易局共同举办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与投资机遇
线上推介会，推动葡萄牙企业和产品共享海南自
贸港新机遇。

会上，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向参会的中葡双
方机构和企业介绍了海南自贸港政策，欢迎葡萄牙
的优势产品，如酒类、橄榄油、鞋类、皮革制品等产
品，以免税方式进入海南旅游消费市场；鼓励葡萄
牙食品、农产品、高端消费品等深受国际市场欢迎
的产品参加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欢迎船舶工
业、生物制药、新能源发电、制鞋业等葡萄牙优势行
业企业分享自贸港新机遇。洋浦国际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葡萄牙中资企业协
会等分别介绍了相关情况。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赵本堂在致辞中表示，希
望推介会成为葡萄牙通向海南的窗口，让更多葡
萄牙企业了解海南、关注海南，充分利用海南自贸
港的优势，加强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实现互利共
赢；希望中葡两国企业家以海南自贸港为平台，不
断深化中葡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利益。

葡萄牙对外投资贸易局局长路易斯·卡斯特
罗·恩里克斯认为，海南自贸港将为全球企业释放
更多增长动力。葡萄牙对外投资贸易局非常愿意
推动葡萄牙企业，特别是室内装饰、工程建设、建
筑材料、时尚家居、奢侈品、葡萄酒、酒店服务等行
业企业积极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葡萄牙商品和
服务在质量、创新、技术整合、时尚、设计等方面具
有很大潜力，将满足中国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消费
需求。

推介会期间，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与葡萄牙
对外投资贸易局签署了《关于推动葡萄牙企业和
产品共享海南自贸港新机遇谅解备忘录》；葡萄牙
中资企业协会与洋浦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签署了合作备忘
录。未来，各方将在协议框架下加强互动，共同策
划和落实更多具体合作。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7月8日，上海道彤清辉投资
管理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在洋浦经
济开发区设立的QFLP（合格境外有
限合伙人）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备案。这是《海南省关于
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境
内股权投资暂行办法》颁布后，首家
落户洋浦的QFLP基金，是洋浦实行
海南自贸港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的具
体体现。

今年5月 18日，上海道彤清辉
投资管理公司在洋浦登记注册“海
南健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此举开辟了洋浦在大
健康领域的QFLP通道，为洋浦正在

积极谋划的国际健康食品港注入新
活力，进而促进区域创投生态融
合。同时也是海南自贸港促进跨境
投融资便利化的一项重要创新举
措，未来将带动更多基金机构的
QFLP基金入驻海南。

从产业发展方面来看，海南健齐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此次入驻，将聚焦
大健康产业包括生产运营及商业化发
展的全产业链，将促进相关产业资源
在海南自贸港聚合。为本土成长和孵
化的创新型企业注入活力，并助推自
贸港创新成果惠及全球。

据介绍，上海道彤清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投资机构，专
注于医疗健康产业投资，立足中国境

内，寻找优质的初创公司和成长期公
司，助力中国早中期企业发展。自设
立至今，多次入选投中榜、融中榜“中
国最佳创业投资机构TOP100”，获
得第一财经“2020年度医疗健康投
资机构20强”等多个荣誉。

为推动海南健齐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尽快入驻，让创投项目按时保质
完成融资，洋浦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为企业提供了专业咨询服务，同时
积极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沟通，得到了相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促成该基
金顺利注册落地。

“在材料齐全的情况，洋浦经济

发展局3个工作日内完成开具推荐
函工作；在企业注册需要绿色通道
时，省国际经济发展局半天就协调好
相关事宜，大大节约企业行政成本。”
洋浦国际贸易金融事业部招商经理
叶丰恺说。

“在海南注册QFLP有五大优势：
登记注册简便高效、不设最低准入门
槛、内外资无差别待遇、投资实施负面
清单管理、优惠政策力度最大。”洋浦
国际副总裁张喆说，自海南自贸港
QFLP暂行办法正式出台以来，资本
通过海南自贸港参与跨境双向直接融
资的热情进一步激发，目前已有10余
家头部基金机构的QFLP基金与洋浦
对接。

洋浦迎来首家QFLP基金入驻
聚焦大健康产业全产业链生产运营及商业化发展

我省已创建
共享农庄试点180家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7月8日，
海南共享农庄暨休闲农业宣传推介活
动启动仪式在屯昌梦幻香山共享农庄
举行。活动通过宣传推介海南共享农
庄、项目、产品和发展模式等，旨在实
现省内外资源、资金、市场及人才的有
效对接，从而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助
推乡村振兴。

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黄正恩表
示，接下来，我省还将继续推动休闲农
业提档升级。配合农业农村部开展“春
观花、夏纳凉、秋采摘、冬农趣”推介活
动，继续开展共享农庄试点创建和正式
认定工作，加强共享农庄行业监管。

截至2020年底，全省休闲农业示
范点102家，其中全国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示范点12家；全国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星级企业46家；全国美丽休
闲乡村22个；全省休闲观光果园31
家。四年来全省已创建共享农庄试点
180 家，正式认定海南共享农庄 20
家。2020年共享农庄接待游客人数
共计 221.3 万人次。营业总收入
84843万元，利润合计15568万元。

2021上半年夜游大数据出炉

三亚位居夜游目的地前十

本报讯（记者赵优）海南日报记
者从携程日前发布的《2021上半年旅
游夜经济报告》获悉，在全国各地积极
探索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夜经济”的
背景下，夜游趋势更为显著，在夜游目
的地前十榜单中，海南三亚成功入围。

《报告》显示，在旅行过程中，过往
密集打卡式的旅行占比越来越少，消
费者的出行时间正在由“日”向“夜”实
现全面覆盖。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
年用户人均夜游次数达1.3次。

在夜游目的地TOP10中，洛阳、
上海、深圳、广州、西安、武汉、杭州、北
京、三亚、成都顺利入围。在夜游主题
标签中，主题公园、实景演艺、古镇、夜
市以及城市观光位列前五，能够满足
多年龄段需求的主题公园成为当之无
愧的夜游首选，其中三亚海昌梦幻海
洋不夜城位列夜游主题公园排名前
十，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摩天轮
灯光秀应援和夜间音乐节同时入围景
区夜间表演排名前十。

日前，椰城海口天气晴好，市民游客纷纷走到户外，呼吸清新口气，吹吹凉爽的海风，欣赏海上夕阳。图为孩子们在
海口湾通过望远镜看海口美景。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看看海口的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