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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外资

上半年
我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79家
比2019年同期增长500.61%

同比增长384.65%

增速居全国第一位

上半年
我省现代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8.6亿美元

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90%

共有89个国家和地区
在我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比2019年同期增长631.74%
同比增长623.61%

看流量流速，新活力显现 看流向结构，新亮点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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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营商环境相关问题线索和
意见建议可通过以下渠道反映

1. 海南省人民政府官网“营商
环境问题受理平台”

2. 微信公众号“海南省政府
网”-政民互动-营商问题线索

3. 微信小程序
“海南营商环境”

4.“码上办事”
APP

7月24日，法国护肤品牌婕珞芙入驻三亚海旅免税城，吸引了许多购物者。
三亚海旅免税城自开业以来，一直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购物体验，不

断丰富海南离岛免税的品类品种。目前，引进入驻的国际知名品牌超700个，7月底还
将有160多个国际品牌入驻，品牌布局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免税购物：

品牌更丰富
体验更多样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不怕辛
苦、不怕牺牲、敢闯敢拼，‘为国护海’四
个字已经深深镌刻在我们所有潭门渔民
的心中！”

这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琼海市潭门
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潭门海上民兵连副
连长王书茂日前在琼海海警局上党课时
的讲话，字字真情，令人鼓舞。这也是海
南创新八大党课之“英模党课”中的一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是当前理论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海南牢牢
抓住党课这一最常用、最基本的学习教
育形式，全力打造“书记党课”“专家党
课”“英模党课”“情景党课”“文艺党课”

“行走党课”“青年党课”“网络党课”等八
大党课，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入脑入心。

高位推进
全岛掀起学习热潮

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
际，海南在中共琼崖一大旧址举行现职
省级党员领导干部重温入党誓词暨新党

员代表入党宣誓活动。面对鲜红的党
旗，省委书记沈晓明带领全体同志整齐
列队，举起右拳，庄严宣誓。省委副书
记、省长冯飞，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
副书记李军等现职省级党员领导干部和
70位新党员代表参加。

既当好领导者，又当好实践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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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调相关单位精干人员开展集中办公，坚持
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发挥领导干部“关
键少数”作用，高位推进，开展了多次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为全省党史学习教育
开好局、起好步打下了坚实基础。

海南创新推出省、市、县、乡、村五级
书记齐宣讲的“书记党课”。沈晓明等
28名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带头讲党课，深
入市县基层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所
联系高校和分管领域，结合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和高质量推进自由贸易港建
设实际，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
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

连日来，海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座谈会、省委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等相继召开，
不断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

沈晓明多次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把学习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我省下半年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中之重，引导全省上下紧密联
系工作实际，创新方式方法，真正掌握丰
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持续推动
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蹄疾步稳推进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

以令率人，不若身先。省级领导干
部在政治站位上“先强”，在理论武装上

“先学”，在调查研究上“先行”，以上率
下，树标立规，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作出示范。

创新形式
推动学习入脑入心

7月20日，海南社科界召开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座谈
会，专家学者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省情实
际，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展开了深入交流、研讨。

深学细悟方能实干笃行。海南不断
丰富“专家党课”的组织形式，或通过组
织党校高校教师、权威专家学者等党史
专家讲深讲细， 下转A03版▶

海南创新八大党课推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入脑入心

创新党课学习 铭记百年光辉

本报文城7月25日电（记者金昌
波）日前，省委副书记李军到文昌市会文
镇，就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进
行调研。

在文昌市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试点
项目，李军认真听取当地有关部门汇报
工程建设进展，查看水质、流量等情况，
对项目通过河湖清障、清淤疏浚、生态护
坡、水源涵养等系统治理措施，有效解决
农村水系存在的突出问题，实现了畅通
河道、保障两岸农田灌溉用水、带热周边
乡村旅游等“一举多得”的效果给予肯

定。同时希望采取措施解决村民在河道
浸泡胡椒传统工艺污染水质的问题。

在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李军
详细了解养殖清退、园区规划建设情况，
实地查看养殖示范厂房和尾水处理设
施，并与养殖户交流，询问对整改工作的
满意度。他指出，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
园是全省近海养殖污染整改的先进典型，
发展潜力巨大，要立足文昌、着眼全省，
坚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广泛发
动引导养殖户、企业入园，做大做强产业，
实现转型升级发展。 下转A03版▶

李军在文昌调研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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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陈蔚
林 尤梦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7月24
日中午，“琼豫齐心——海南志愿援助河
南，爱心捐助紧急行动”发车仪式在海口
举行，悬挂着“河南加油”“海南人民与你
们在一起”等横幅标语的数辆大型货车，
满载着海南人民捐赠的爱心物资开往海
口美兰机场。这些爱心物资将通过南方
航空的航班直接运抵河南受灾地区。

省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综合协调
处处长、海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换届）
筹备组负责人孙伟介绍，本次紧急行动
由海南省文明办联合海南省志愿服务联
合会、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新闻广播、海南阳光义工社等多家单
位共同组织发起，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和网友们的积极响应，“大家一波接

一波地把爱心物资送到3个接收点，都
想多为受灾群众做点事儿。”

据悉，各市县文明办也积极响应省
文明办的号召，第一时间转载紧急行动
倡议书，开设爱心捐助接收站点，接收广
大人民群众的捐助物资。白沙黎族自治
县文明办发出“爱心接力，豫你在一起”
倡议书后，接收当地群众物资捐助500
多件，县消防救灾大队捐助牛奶48箱、
酸奶45箱、矿泉水16箱。在海口捐助
站点，随车来送捐助物资的白沙县文明
办工作人员吕惠动情地说：“救援刻不容
缓，我们也想通过这一方式为河南受灾
地区群众奉献一份爱心，尽白沙人民的
一份微薄之力。”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公众捐
赠的物资包括矿泉水、食品、被褥、消毒
液、医用纱布、编织袋等生活、医疗和救

灾物资，在志愿者登记的一份捐赠名单
中，既有爱心企业和社会公益组织，也有
公务员、个体户、学生等群体。

在这份名单中，记者还看到了海南省
第八届助人为乐道德模范李王花的名字，
作为一家残疾人服装厂的负责人，在知晓
这次爱心捐助紧急行动后，她第一时间响
应号召，亲自将超万元的爱心物资送到捐
赠点。李王花说：“我虽然腿脚不便，但我
希望能向灾区尽一份我们残疾人的力量，
帮助当地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据悉，连日来，海南社会各界人士、
民间组织还自发组成救援队伍奔赴河南
受灾地区一线加入救援行动。三亚蓝天
救援队队长姜军23日中午到达河南郑
州后即刻加入救援行动。海口灾害应急
救援队7人，携带两艘橡皮艇及相应救
援设备， 下转A04版▶

海南发起志愿援助河南紧急行动

琼豫齐心 大爱无疆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陈蔚林
黄汉佳）近日，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
会公布了2021年“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
获奖结果，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指
挥中心建设项目（南海网融媒体中心、海
南市县融媒体示范中心）获一等奖。

据悉，“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是目
前我国媒体行业唯一经国家批准的跨媒
体的科学技术奖项，被业界誉为中国传
媒科技界最高奖项，每两年评审一次。
2021年“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申报项
目由各会员单位推荐，通过资格审查后
送评审专业组专家初审。评审专家对部
分“特等、一等奖”候选项目进行实地考

察，最终由评审委员会对所有候选项目
审定通过。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指挥中心
作为海南省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省级技术
平台，是按照“全省一朵云、全域一盘棋、
全岛一张网”的总体思路，为新闻采集、
生产、发布、指挥、调度、监管提供能力支
撑的神经中枢，是海南推进全省媒体融
合向纵深发展的核心抓手，将有力整合
全省媒体资源，实现全省媒介资源跨界
共享融通、融合传播、一体发展，推动主
力军向主阵地转移。

全媒体指挥中心自建成投用以来，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已经有序地完成了各

子媒体的融合，完成了“七报一网一刊一
社”到“六报三端五网一刊一社”的革命
性演变，实现了在策划、采集、生产制作、
审核、全矩阵全渠道发布、考核评价等几
个方面的全流程资源整合，通过联合采
前策划和全媒体矩阵发布，产出了多个
在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等方面广受好
评点赞的爆款新媒体产品。

此外，依托全媒体指挥中心，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还为我省的15个县级融媒
体中心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内容运营等全
方位服务，实现了内容互通、信息共享、
协同发展，全面助力县级融媒体中心的
建设运营。 （相关报道见A05版）

2021年“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获奖结果公布

海报集团全媒体指挥中心建设项目获一等奖

本报三亚7月25日电（记者孙慧
李艳玫）2021年海南省创建森林城市主
题宣传活动7月25日在三亚市临春岭
森林公园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该活动
上获悉，我省海口、三亚、陵水、五指山、
昌江、保亭、琼中、文昌等8个市县已相
继开展森林城市创建工作，海口、琼中申
报的省级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已通过验
收，成为我省首批省级森林城市。

2017 年 2月，我省正式开始启动

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当时原省林业厅
制定印发了《海南省森林城市称号批
准办法》，部分市县加快编制森林城市
建设总体规划，制定创建实施方案，并
从加强领导、资金投入、政策扶持等方
面推出一系列举措，推动森林城市创
建工作。目前，我省海口、三亚、陵水、
五指山、昌江、保亭、琼中、文昌等8个
市县陆续向省林业局申报创建省级森
林城市，三亚、陵水在创建省级森林城

市同时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申报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目前创建工作正在进
行中。

据了解，《海南省森林城市称号批准
办法》从申报创建程序、考核指标体系和
检查验收办法等方面对省级森林城市、
森林乡镇和森林村庄创建工作进行了规
范。对森林城市的创建验收，从生态建
设、生态保护、生态文化三大板块制定了
16项标准36项指标。

海口琼中成为我省首批省级森林城市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 黄文燕

对于海口邮政投递员卢志强来说，
7月25日是他从业30年来的“高光时
刻”。当天，他投递了一份特殊的快件
——来自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录取通知
书，收件人是儿子卢海山。

当天上午，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海口市分公司振兴营揽投站，工作人
员从当天运达的快件中分拣出一袋高考
录取通知书。

“老卢，你儿子的录取通知书到了，
快来登记，你可要请客呀！”打开袋子，

“眼尖”的站长李世杰一眼就看到其中一
份快件来自北京大学招生办，收件人正
是卢志强的儿子卢海山，知道“老卢”对
这封录取通知书翘首以盼许久，就赶紧
招呼他去投递。

“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今天正好我
来投递。 下转A03版▶

海南一邮递员从业30年，昨天将北大录取通知书投递到儿子手中——

特殊的快件 幸福的投递

7月25日，父亲卢志强（右）、儿子卢海山（中）、母亲王金连（左）一家三口拿着北
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笑容满面。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记者马珂）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从7月
26日起，海南12至17岁人群可以接种
新冠疫苗。

7月25日21时30分许，一辆载有5万

支新冠疫苗（10万针剂）的货车抵达海口
新海港码头。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商务物流部工作人员孟凡东介绍，此次
从北京奔赴海口用时48小时，全程冷链，
温度保证在2℃至8℃。“这5万支新冠疫

苗今晚将运到省疾控中心入库保存。”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7月25日中

午，已经有一批疫苗运抵海口，两批疫苗
共7.5万支（15万针剂），将用于海南12-17
岁人群接种工作。（相关报道见A07版）

15万针剂新冠疫苗运抵海口

我省12至17岁人群接种工作今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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