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划到2025年
海南全省新增冷库总容量

约 1445万立方米

实现冷链食品进出岛和配送冷链运输率达85%
药品进出岛冷链运输率达 100%

国际冷链中转服务产品冷链流通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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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27日电 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少数民族文字单
行本已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

民族出版社出版，即日起面向全国公
开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少数民族文字单行本出版发行

H A I N A N D A I L Y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星期三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今日20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辛丑年六月十九 廿九立秋 2021年7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3669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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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7月27日，全省作
风整顿建设年暨“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推进会在海口召开。省委书记
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

“4·13”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更严要求、更高
标准、更实举措做到真查实破，确保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

省长冯飞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
省委副书记李军等省领导出席会议。

会议分别通报了全省作风整顿建设
年和“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开展
情况。19个市县党委及洋浦工委、29个
省直单位负责人发言，交流工作经验，剖
析存在问题，提出计划打算。

沈晓明指出，作风整顿建设年和“查
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虽然稳步推
进、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也存在顶风作
案、闭门造车、避重就轻、隔靴搔痒、能拖
则拖、各自为政、敷衍应付、头痛医头等
八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和不足。全省各级
各方面要深化认识、正视问题，进一步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紧扣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省委七届十次全会精神和制约营商环境
优化的突出问题，把活动成效体现到党
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务实
行动上、体现到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发展质量上、体现
到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感受上，推动
活动走深走实。

沈晓明要求，要聚焦关键、强化落

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确保活
动取得满意效果。要强化统筹协调，将
党史学习教育、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与两
项活动有机结合，注重推动机制融合、力
量整合、措施联合，形成上下联动、令行
禁止的氛围。要强化真抓实干，增强谋
划发展的强烈意愿，发挥好领导示范作
用，明确活动主体，聚焦党政机关及主要
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继续深入查
堵点，分类施策破难题，久久为功促发
展，逐步形成“实”的工作作风、“严”的工
作要求和齐心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良
好氛围。要强化总结提升，边推进边总
结边优化，善于用制度集成创新的办法，
勇于打破部门界限、打通层级壁垒，争取
破解一个问题、锻炼一批干部、形成一套
机制。

沈晓明在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暨“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推进会上强调

真查实破推动活动走深走实
冯飞主持 毛万春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陈蔚
林 马珂）7月27日上午，我省召开电视
电话会议，贯彻落实全国优化生育政策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部署安排近期相关
工作。省委副书记、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军出席并受省长
冯飞委托讲话，省政府副省长、领导小组
副组长王路主持会议。

李军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

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是
党中央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克强总理批
示要求和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深刻认识实施三孩政策的重大
意义，全面制定和实施支持三孩政策的
配套措施， 下转A02版▶

我省召开会议贯彻落实
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李军出席并讲话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尤梦
瑜 况昌勋）7月27日上午，会期一天半
的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
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后于海口闭会。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闭
幕会，并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和监
督宪法宣誓。

闭幕会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杰
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西庆、胡光
辉、康耀红、陆志远、关进平，省人大常委
会秘书长林泽锋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57
人，实到52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期间，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
予的职责，对各项议程进行了认真审议。

会议表决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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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将旅行社设立审批等省级管理权
限调整由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管理
机构在重点园区范围内实施的决定》；表
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海南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和免
征减征办法〉的决定》；表决通过《海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海
口市江东新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的决
定》；表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1年第二次海南
省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
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批准2020年海南省省本级财政

决算的决议》；表决通过海南省第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表决其它事项。

会议表决通过任免案，被任命人员
向宪法庄严宣誓，沈晓明监督宣誓。

副省长王斌、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陈凤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省监
察委员会、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人大常委
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省人大法制
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
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
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人，部分省人大代
表和有关工委委员，各市、县、自治县人
大常委会负责人，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
人列席闭幕会议。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闭会
沈晓明出席

■ 本报评论员

昨天，我省用一天时间召开全省作
风整顿建设年暨“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决
策部署，对前一阶段活动推进情况进行
交流总结，相互介绍经验，深入剖析问
题，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对我们持续
改进作风、破除发展顽疾、更好优化营商
环境，深入落实省委七届十次全会部署
要求，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具
有重要意义。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
政治。”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的关键
时期，我省于今年4月和6月分别开展了
作风整顿建设年和“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活动，深入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全
面检视问题，精准纠治顽疾，全力优化营
商环境，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

为自贸港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自活动开
展以来，全省上下迅速行动、认真谋划，
深入查摆问题、创新工作方法，推动活动
取得阶段性成效。实践证明，只要坚持
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高质量发展为方
向、以问题解决为标准，持续改善作风，
做到真抓实破，就一定能够推动各项工
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而今，在两项活动深入开展之际，省
委又专门拿出一天时间进行交流总结，
对接下来的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充
分反映出省委对两项活动的高度重视，
折射出坚定不移、久久为功，狠抓作风、
深挖顽疾，坚定不移优化营商环境的坚
强定力，以及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高质量高标准
建设自贸港的使命感、责任感。百舸争
流，奋楫者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
省上下要提高站位、强化认识，一鼓作
气、乘势而上，以更严实的作风、更饱满

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将两项活动稳
步、扎实开展下去，努力展现自贸港建设
新成效、新活力、新形象。

提高认识，把好活动导向。无论是
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还是“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都是事关海南自贸
港建设大局的重要活动安排，意义重
大、指向鲜明，绝不是一阵风。为此，要
以强烈责任感、紧迫感抓好活动开展，
尤其要按照省委部署，把好“三个紧扣”
的活动方向，即紧扣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把活动成效体现到
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务实行动上；紧扣省委七届十次全会
精神，把活动成效体现到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和自贸港建设的发展质量
上；紧扣我省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把
活动成效体现到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
的良好感受上。

下转A02版▶

以更严实作风纠治发展顽疾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关于《海南省“十四五”冷链
物流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通
知。《规划》指出，计划到2025年，海南全
省新增冷库总容量约1445万立方米。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冷链市场需
求，海南将建设服务国内超大规模市场
的“国家冷链大仓库”，形成国际国内冷
链贸易、物流服务和供应链动能转换核
心，努力把海南打造成为区域性国际冷
链物流中心。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全省初步形
成了以海口市、澄迈县和三亚市为核心
的冷链物流发展格局。其中，海口市以
日用生活消费品及农产品冷链物流业为

主导，澄迈县以水海产品冷链物流业为
主导，三亚市以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业为
主导，其他瓜菜主产区市县零星布局建
设田头预冷库。

截至2020年底，全省已建成冷库容
量约162万立方米，其中“十三五”时期
新增冷库库容约55万立方米，商业冷
库、田头预冷库已具有一定规模。其中，
5000立方米以上冷库容积约占冷库总
容量的92.2%。

《规划》要求，到2025年，全省新增
冷库总容量约1445万立方米；实现冷链
食品进出岛和配送冷链运输率达85%，
药品进出岛冷链运输率达100%；国际冷
链中转服务产品冷链流通率达100%。

全省引进和培育2至3家核心竞争力强
的大型冷链物流企业，培育2至3家冷
链物流第三方供应商，打造2至3个食
品冷链品牌。

预计到2035年，海南将建成覆盖全
球主要贸易伙伴，联通国内消费市场的
冷链供应链服务网络体系；建成完善的
冷链设施体系，全省冷链服务能力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形成“全链条、网络化、标
准化、可追溯、新模式、高效率”的现代化
冷链物流 体系，建成与国际标准对接的
食品安全标准和食品安全品牌。全省冷
链服务能力和市场规模快速增长，打造
具有冷链资源要素高度聚集、数字供应
链引领的国际冷链物流中心。

《海南省“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出台

建设服务国内市场的“国家冷链大仓库”

转作风抓落实 查堵点破难题
——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暨“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推进会侧记

我省党员领导干部热议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暨“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推进会——

深入一线查堵点 攻坚克难促发展
（A02版）

7月25日，在儋州市新州镇盐场村，电网工作人员对农村电网进行升级
改造。据介绍，儋州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布局低压电网，美化村容村貌，助力乡
村振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农网改造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在中华
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小康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状态。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提出小
康社会的战略构想，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正在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A05-A09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事记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王培
琳）7月初，海南中农航服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中农航服）到账了一笔
500万元的贷款。这笔不需任何抵押
物，只需企业拥有高新技术相关专利即
可发放的贷款，让该公司CEO梁律声极
为振奋：“海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一定大
有可为。”

海南中农航服如此便捷地获得500
万信用贷款，得益于省科技厅联合省财
政厅、省金融监管局积极探索创新模
式，借鉴国内先进地区经验，围绕“共促
成长、共担风险”的科技信贷新模式，联
合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共同设计研发，
专为高新技术企业量身定制的“琼科
贷”创新产品。而首笔“琼科贷”贷款已
于今年4月发放给海南科力千方科技

有限公司。
去年10月，结合海南省政府发布

的《海南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
政策（试行）》，和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制
定的《海南省科技信贷风险补偿管理暂
行办法》，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积极行
动，为科技型企业量身定制了“琼科贷”
创新产品，通过政银企合作模式，旨在
助力解决海南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更好的
发展环境。

“琼科贷”实行政银风险共担，由省
科技厅设立高新技术企业信贷风险补偿
资金，金额为4000万元；中国银行海南
省分行可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总规模不
低于补偿金额度10倍的贷款，即4亿元
贷款。单家企业则可获得额度不超过

10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截至目前，
“琼科贷”产品总计放款金额达6000万
元，已让我省12家高新技术企业受惠。

“贷款流程简单，放款很快。”梁律声
表示，公司是通过“百日大招商”来到海
南的企业，主要经营无人机行业应用，无
人机行业技术、产品都迭代很快，这笔刚
刚到账的贷款将很好地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加快技术更新，更好地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做好相关服务。

据介绍，政府和银行共同搭建风险
资金池，实现风险分担，可以让高新技术
企业获得信用类贷款，同时为高新技术
企业提供融资手续简化、审批效率高效、
融资成本低廉的专属普惠金融产品，激
活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活力，助力我省高
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省研发“琼科贷”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难

政银风险共担 企业轻装上阵

作答“灵魂之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