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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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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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全团

同志表现出色，取得38枚金牌、32枚银
牌、18 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实现了运动
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
赢得了荣誉。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
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你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备战参赛
带来的严峻挑战，不畏艰难，科学训练，
敢于争先，敢于争第一，圆满完成参赛任
务。在过去的16天里，祖国和人民热切
关注着你们在赛场上的良好表现，为我
国体育健儿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感到高兴
和自豪。你们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勇于

挑战，超越自我，迸发出中国力量，表现
出高昂斗志、顽强作风、精湛技能，生动
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
实现了“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人生誓
言。你们与世界各国各地区运动员同台
竞技、相互切磋，促进了交流，增进了友
谊。你们的出色表现进一步激发了海内
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为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凝心聚力注入了精
神力量。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
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希
望你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继续发扬
中国体育的光荣传统，戒骄戒躁，再接再
厉，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
提高为国争光能力，激发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带
动群众体育发展，为推动增强人民体质、
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祖国和人民期待着你们平安顺利归
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1年8月8日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
致第32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贺电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曾
文）超30万件！海南离岛免税购物

“邮寄送达”服务启动已达半年，我省
邮政快递业交出亮眼成绩单——据
统计，截至目前邮政快递业共收寄离
岛免税购物“邮寄送达”邮件30.1万
件，展现出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邮寄
送达”服务的强劲活力和增长潜力。

自2021年2月3日正式启动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邮寄送达”服务以来，

“邮寄送达”邮件业务量呈现平稳快速的
增长态势。3月至7月，邮寄服务收寄量
月均5万余件，其中5月份突破7万件，
创半年以来最高。从地域上看，海口、三
亚、琼海等地“邮寄送达”服务均有所开
展，其中三亚、海口服务需求稳定增长，

成为拉动服务量增长的主要动力。
省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邮寄送达”服务实
现平稳落地、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市
场需求持续增强、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行业管理督导持续加强。

在市场需求方面，春节、“五一”、
端午等节假日来琼旅客人数增多，首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大型活动
吸引大量入岛游客，免税店购物促销
活动力度加大，消费者的购物热情持
续释放，离岛游客的离岛免税购物邮
寄服务需求不断增大。

在服务质量方面，邮政公司按照海
关监管要求设计了专门的寄递流程，开
发了免税产品寄递信息系统，开通了航

线提升寄递时效，非禁航离岛免税商品
可以实现全国除偏远地区外地级市以上
城市72小时内送达，同时建立完善的售
后服务机制，加快理赔速度，离岛免税品
邮件正常赔偿时限一般为72小时。

在加强督导检查方面，省邮政管
理部门在邮件寄递安全、绿色包装、疫
情防控、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加强
监管，提高绿色环保标准，提升行业安
全保障。

下一步，省邮政管理部门将持续
加强对离岛免税购物“邮寄送达”服务
的监管，督导企业严格按照海关监管
要求，落实行业疫情防控生产操作规
范，提升服务质量，保障投递安全，提
升旅客购物体验。

离岛免税购物“邮寄送达”半年收寄超30万件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陈欢
欢）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召开
作风整顿建设年暨“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推进会，围绕闭门造车、
避重就轻、隔靴搔痒等方面问题，刀
刃向内，直指该县各单位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自“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开展以来，琼中创
新推出“137”督办工作制度、实施“红绿
灯”机制，并率先在全省推出审批服务特

邀监督员、“民声+政务”服务体验员及
“未办成事”协调服务窗口等举措，推动
解决了一批难题，但仍有不少“堵点”仍
未攻破。

“在开展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之际，
个别党员干部仍然不收敛不收手，不知
敬畏，顶风违纪，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有的部门没有深入基层一线查堵点，坐
在办公室里想堵点、等着别人报堵点”

“有的同志认为活动时间短，堵点找多了
怕完不成，堵点找难了怕做不好，专门找

一些容易解决的小毛病来凑数、来交
账”……会上，琼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当场
指出相关乡镇、单位与党员干部在推进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中存在的
问题，达到相互教育、相互警醒和思想再
动员的效果。

据悉，截至目前琼中共有30名县处
级以上领导、75个单位参与“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查找出涉及推动经
济发展、推动政策落地、优化营商环境、
改善人居环境等218个问题，全县各级
领导干部、各部门深入企业、乡镇、窗口
单位推动解决问题45个，形成“查堵点”

“破难题”案例51个。

琼中直面问题、直陈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75个单位查堵点 45个难题已破解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
惠）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是党中
央着眼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近
日，省教育厅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切
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
训机构办学行为，确保实现“双减”工作
目标。根据通知，我省将全面停止暑期
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同时不再审
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

通知要求，各市县要提高政治站位，
履行主体责任，把“双减”工作作为重大
民生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促请市县
党委将“双减”工作纳入党委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年度重点任务，并成立“双减”工
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按照“一县一
案”制定“双减”工作方案，不折不扣落实
中央和省委关于“双减”工作的部署。尤

其是，海口作为我省“双减”工作试点城
市，要聚焦坚决大幅压减学科类校外培
训、合理利用校内外资源、强化培训收费
监管等加快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开展试
点工作。

根据通知，我省将不折不扣落实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文件要求，
全面停止暑期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
训，全面停止线上线下针对中小学生的
学科类培训和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
训，严格规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行为。
同时，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
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
学科类（含外语）培训。

自通知发布之日起，我省各地将不
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
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不再审批
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和

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

同时，各市县要根据省教育厅下发
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方案，充分发
挥相关职能部门作用，加大执法力度，统
一部署开展治理行动，规范校外培训机
构办学行为，消除校外培训机构安全隐
患，对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为培训
机构提供学生信息以及在职教师到培训
机构兼职补课等进行专项整治。

省教育厅鼓励各市县，在持续规范
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的同时，统筹各
种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中小学生暑期托
管服务，丰富中小学生暑期生活，减轻家
长负担。各市县要抓紧研究2021年秋
季学期全面开展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
校内课后服务的工作方案，健全经费保
障机制，确保秋季开学后，中小学生校内
课后服务全面落地实施。

省教育厅印发通知推进“双减”工作

全面停止暑期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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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俯瞰位于海口西海岸的海南未来产业园。截至目前,已有喜马
拉雅FM、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上汽大通房车、国金证券等近197家企业在该园
区完成工商登记注册。今年，该园区计划再引进企业80至100家。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廖浩晟 文/图

海南未来产业园
将迎多家企业入住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计思佳）
8月8日，海口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8
月 7 日，海口 4 个重点区域共采样约
20.4万份，结果均为阴性，并对两例确诊
病例最新应对处置情况进行通报。

海口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8
月7日，海口市启动琼山区府城街道、凤
翔街道、龙塘镇，以及美兰区灵山镇等4
个重点区域的核酸检测，截至8月7日
24时，琼山区3个点位已采样约12.6万
份，其中龙塘镇已经全部完成采样，美兰
区灵山镇已采样7.8万份，共计采样约
20.4万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8月8日，海口继续在琼山区的府
城街道、凤翔街道，美兰区的灵山镇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并且按照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对云龙镇开展第二轮全员
核酸检测。

根据通报，8月1日至8月7日，海
口市共报告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属
轻型， 下转A05版▶

海口重点区域20.4万份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确诊病例胡某密接者第七轮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8月8日，海南省、海口市两级疾控的流调队员到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卫生院与
工作人员一起梳理、核实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廖浩晟 文/图

据新华社东京8月8日电（记者朱
翃 岳冉冉 王子江）在悠扬而空灵的音
乐声中，奥运圣火缓缓熄灭，第32届夏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8月8日在东京新国
立竞技场的夜色中闭幕。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评价这是一届
“希望、团结、和平”的奥运会，是一届“前
所未有”的奥运会。他在闭幕式致辞中
说，在这困难的时期，你们给了世界最珍
贵的礼物——希望！自疫情发生以来，这
是第一次，整个世界团结在一起。

在奥运五环旗引领下，206个代表
团运动员代表依次入场。在东京以9
秒 83 创造男子百米亚洲纪录的苏炳
添作为中国代表团旗手，高举五星红
旗出场。

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
777人组成，其中运动员431人，参加了
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角逐，为境外奥
运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经过16天奋
勇拼搏，中国代表团共获得38金32银
18铜，共计88枚奖牌，位列金牌榜和奖

牌榜第二位，金牌数追平了境外参加奥
运会的最好成绩。

在乐曲声中，奥运五环旗缓缓降
下、收起，由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交
给巴赫，再由巴赫交给第33届夏季奥
运会东道主巴黎市长安娜·伊达尔戈。
奥运圣火缓缓熄灭，圣火台缓缓闭拢，
还原成一个球形。在现场运动员和工
作人员的欢呼声中，人们向东京奥运会
说再见。

（相关报道见A10、A11版）

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闭幕

中国代表团斩获38金32银18铜

海口龙华区
6管控区域解封

林某某为何核酸
检测第4次才确诊？

A04

8月8日，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进入体育场。 新华社记者 曹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