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莫娟 孙奇）海南日报记者从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7月19日举办
的2021年“国企开放日”活动上获悉，该
公司将联合各方力量，按照市场化方式
共同推进全省充换电设施统一布局，到
2025年推动全省建成充电桩33.7万个、
公共充换电站430座。

同时，海南电网还将积极推进我省
工农业生产、交通、居民生活等领域电能
替代，“十四五”期间全省电能替代电量

预计累计将达40亿千瓦时，海南电能占
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由2020年的28%提
升至31%。

“十三五”以来，海南电网公司大力
推进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取得显著成
绩，全省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
67%，仅2020年清洁能源发电量达151
亿千瓦时，占全省统调发电量比重为
48%，折合减少电煤消耗600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 1213 万吨；消纳清洁能源
152.98亿千瓦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在此基础上，海南电网公司提出在
“十四五”期间，将全面承接《南方电网公
司服务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案》，融入
与服务海南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
大对光伏、海上风电等新能源发展的支
持力度，推动新能源开发与电网统一规
划、统筹建设，计划到2025年，海南清洁
能源装机、发电量占比将分别由2020年
的67%和50%提升至80%和70%以上，
清洁外电送入海南电量可达到总用电量
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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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7月19日，在海口高铁东站新建的充电桩旁，工作人员正在张贴宣传海
报。据悉，今年全省计划新建充电桩1万个，并将大力宣传推广省级平台及
“海南充电桩”App，主动与桩企进行技术对接，提高接入省级平台率，实现一
个App全省扫码即充的目标。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今年我省计划
新建充电桩1万个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易宗
平 彭青林 通讯员黎有科 王家隆）海南
日报记者7月19日从省“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办公室获悉，我省相关
部门和市县强力“督执法”，深入执法一
线，推动执法部门以优良作风和过硬本
领严格公正执法，进一步提高执法质量。

海口海事法院探索出了“沉走听查”
四字工作法：一是沉下去。院领导班子成
员下沉到全院所有派出法庭辖区，开展蹲
点式民情恳谈、暗访式追踪问题、解剖式
追根溯源。二是走一线。该院负责人直
插办案一线，实地体验法庭的安检保障、
网上立案、信访接待等司法服务。三是听
民声。该院负责人不但了解干警工作、生
活中的困难问题，而且深入港航企业调研
运营情况及其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四

是查堵点。该院梳理出了司法服务覆盖
面不完整、针对港航企业的司法服务不
足、行政案件异地管辖改革后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率不高等堵点问题。

海口海事法院负责人表示，将直面
问题抓整改，以务实担当的作风，努力将
派出法庭打造成海事司法服务保障自贸
港建设的前沿哨所和坚强堡垒。

不仅仅是海口海事法院深入一线查
堵点，相关市县也积极“督执法”。

三亚市海棠区近日对甘什岭省级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的50.24亩芒果林开展
清退工作。该区有关负责人说，将严守
生态环境底线，齐心协力保护好森林资
源，打造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

7月6日，儋州市委政法委召开“查
堵点、破难题、促发展”座谈会，查找社会

治理工作中的堵点难题。会议要求，要
根据“属地管理”责任，积极对接职能部
门，推动问题有效化解。要在自贸港封
关运作前，对儋州的“三无”船舶全部进
行列管。要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
罪工作，排查化解涉校安全隐患。要加
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宣传力度，有效
遏制交通事故发生。

儋州市纪委监委项目督查组围绕进
度缓慢又事关群众利益、急需解决的项
目，采取“不打招呼”方式，直奔项目建设
地，对发现的问题跟踪监督整改。截至
目前，项目督查组已实地督查73次，发
现问题20个，帮助协调解决问题10个，
提出解决方法和建议16个，推动退回违
规资金97万元，移交涉嫌失职失责、廉
政建设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线索2
条。“此举震慑了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
等行为，有效推进了相关工作和项目建
设。”儋州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

我省相关部门和市县强力“督执法”

以优良作风和过硬本领严格公正执法

本报海口7月 19日讯 （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邢慧瑜）7月19日，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会议第四十二次会议在海口召
开。会议决定，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将于7月26日至27日召开，会
期一天半。

主任会议研究了省六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建议议程、日程；听
取关于2021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情
况报告；听取关于《2019年度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和

《2019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
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和整改情况的
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调整
省人大常委会2021年立法工作计划的
汇报。

会议经研究提出，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建议议程为审议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海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贯彻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的决议（草案）》的议案； 下转A02版▶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第四十二次会议决定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7月26日召开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符晓虹）省气象部门7月19日10
时50分发布台风四级预警。另据省气象
台消息，台风“查帕卡”已于19日17时加
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在距离广东省阳江市
东南方向约125公里的南海北部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25米/秒）。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查帕卡”将回旋

或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2日后，
“查帕卡”或影响海南岛。22日夜间到26
日白天，全岛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北部和西部局地有暴雨。

台风“查帕卡”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
22日后或影响海南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周晓
梦 特约记者张振豪 通讯员张恒 林柏
荣 实习生柯隽）海南日报记者7月19
日从海口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海南货
物贸易进出口 585.1 亿元，同比增长
46.1%，增速较1月-5月提升7.6个百分
点。其中，出口141.3亿元，增长1.9%；
进口443.8亿元，增长69.5%，增速居全
国第5位。

海口海关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
年上半年我省外贸情况呈现出以下特
点：一方面，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由降转增，对欧盟进出口成倍增
长；另一方面，我省民营企业进出口持续
旺盛，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降幅继续收
窄。并且，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增
速明显快于总体，对外开放平台对进出
口促进作用明显。此外，我省消费品进
口也呈成倍增长。

从数据表现来看，今年上半年，我省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167.4亿
元，由1月-5月的下降8.7%转为增长
5.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28.6%。

民营企业方面，海南有进出口实

绩的企业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332 家，
达到854家，增长63.6%。对外开放平
台的增长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海口
综合保税区进出口 137.6 亿元，增长
146.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23.5%；
洋浦保税港区进出口83.5 亿元，增长
13.2倍，占14.3%。两者进出口增速均
显著快于全省总体增速。

此外，进口消费品“成绩单”同样亮
眼：今年上半年，海南进口消费品214.7
亿元，大幅增长140.5%，占同期全省进
口商品总值的48.4%。

上半年我省外贸增速持续加快
货物贸易进出口585.1亿元，进口增速居全国第5位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李磊）
7月19日下午，省长冯飞主持召开七届省
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
系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完善我省社会保
障体系等工作。

会议研究了我省养老等三项社会
保险、医疗保障、社保医保经办管理服
务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织
密社会保障安全网，扩大社会保障覆盖
面，抓好养老保险省级统筹，防范社保
和医保基金风险，实现部门之间信息共
享，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社会保障，持

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会议听取了省信访局关于领导干部
接访下访包案化解信访积案情况的报
告，研究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高度
重视这项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持续推
进积案化解，提高积案化解质量，持续做
好重要环节、关键节点信访工作，从源头
上解决群众实际问题。

会议审议了《2021年省政府开展
“服务企业、服务项目、服务基层”实施方
案》，要求充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全省
作风整顿建设年、“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要求，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加

快推动工作落实，切实解决企业遇到的
问题，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会议还审议了《海南省地理标志运
用促进工程3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讨论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
方案（送审稿）》《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方案（送审
稿）》《海南省贯彻落实国家自然资源督
察海洋专项督察意见整改方案（送审
稿）》《关于加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省级统筹的实施意见（送审稿）》《海南自
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等
文件。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完善我省社会保障体系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徐涛）
7月19日，中国科协在北京召开“2021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宣布
本届大会将于今年9月15日至17日在
海口市举办。

本届大会将由中国科协、海南省人民
政府、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
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能源局联合
主办，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电动汽
车百人会、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
省科学技术协会和海口市人民政府承办。

大会以“全面推进市场化、加速跨产

业融合、携手实现碳中和”为主题，在“碳
中和”大背景下，紧扣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的热点、痛点问题，聚焦产业转型、科
技创新和跨界融合等议题展开研讨。

大会包括会议、展览展示、科技创
新、试乘试驾、科普宣传及品牌发布等六
大类活动，邀请英国作为主宾国。海南
省人民政府将在大会期间举办第二届海
南专题论坛。

据悉，今年将单独设立动力电池和汽
车芯片展区，集中展示国内外先进的动力电
池和汽车芯片产品。大会还将首次举办
新能源汽车环岛行活动，将邀请新能源

汽车企业最新产品在海南岛环行一周。
省工信厅副厅长吉兆民介绍了大会

筹备情况，他说，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连
续3年在海南召开。海南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本次大会，已经建立大会保障领导
小组机制，统筹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同时
将继续策划举办海南专场活动，重点以

“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项目”为主线，
集中向世界宣传展示海南发展新能源汽
车的成果，推介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和新
能源汽车发展机遇、总体目标及规划，借
助大会平台吸引全球智慧和资源，进一步
彰显海南开放合作的决心和热情。

2021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于9月在海口举办
大会将首次举办新能源汽车环岛行活动

7月19日，三亚海棠湾能源综合利用项目正进行调试检查和收尾工
作，预计近期投用。据悉，该项目整体建成满负荷运行之后，将为海棠湾地
区提供区域集中供冷与生活热水服务，进一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实现低碳的能源综合利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海棠湾能源综合利用项目将投用

集中供冷 低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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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托管
如何托怎么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