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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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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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16日
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文章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
恒课题。党的十九大旗帜鲜明把党的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并强调要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
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
保证。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
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
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讲政治，是我
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
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
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
本途径。

文章指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

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能有丝毫含
糊和动摇，必须常抓不懈。要教育引导
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
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
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文章指出，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牢
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
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加
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自觉把讲政
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提高政治能
力，首先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这
个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迷糊和动摇！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再次

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
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政
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
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必须增强政治意
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
大局，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
为内在主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文章指出，讲政治是具体的，“两个
维护”要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
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
言行上。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
仰力量，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和忠实实践者，真正成为百折不挠、终生
不悔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 本报记者 罗霞

国际知名品牌在海南开新店、推新
品、优服务的步伐快速——

法国著名珠宝品牌梵克雅宝在三亚
国际免税城开设免税限时精品店，首家
三亚免税旗舰店也将在今年年底开设；
格兰菲迪26年璀璨珍藏系列威士忌、麦
卡伦 Concept No.3威士忌先后在海
南上架，均属在免税渠道的全球首发；知
名美妆企业科蒂集团在海南开设古驰美
妆旗舰店后，其旗下品牌兰嘉丝汀又在
三亚海旅免税城推出全球首间全新肌肤
修护零售概念店，提供全渠道融合的智
能购物体验……

伴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推进，今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加快布局
海南，新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海

南消费市场持续向好。这一新动向，既
是全球投资者抢抓海南自贸港新机遇、
共享发展红利的见证，也透出海南积极
融入新发展格局、多措并举促进消费的
良好前景。

“首店首发首秀”活跃，新产品激发
消费新活力——

今年4月，花王集团旗下高端护肤
品牌SENSAI、est入驻中国免税市场，
国内首店剪彩仪式在三亚海旅免税城举
行。“花王将以进驻海南免税店为开端，
正式进军成长显著的中国免税品消费市
场。”花王集团亚洲区总裁西口徹表示，
选择将首店落户三亚，是因为在中国消
费市场成长显著、海南离岛免税新政等
政策出台的作用下，海南区域销售额飞
速提升。

同样来自日本的企业和匠优品携手

日本京都怀石料理百年名店菊乃井，正
着手把旗下的日式甜品茶屋品牌“无碍
山房”以及真空熟食、加工食品、餐具等
商品首次带入中国市场，其中“无碍山
房”中国首店计划在今年年底前落户海
南。“海南自贸港是非常重要的市场，我
们将积极抓住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机遇，
向中国消费者展示日本制造的魅力，利
用自贸港政策等优势，在海南投资发
展。”和匠优品常务董事平山雄一说。

在今年5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上，共有来自70个国家和地
区（含中国）的1505家企业、2628个消
费精品品牌参展。消博会亮点纷呈，其
中首发首展首秀亮眼，93场新品首发首
秀活动陆续举行，共发布新品超过550
个。消博会举行后，一批消费等领域投
资者加快投资海南， 下转A02版▶

国际品牌加快在琼布局，新品首发首秀活跃，新业态新模式涌现——

消费新活力解码海南自贸港机遇

本报海口8月 15日讯（记者郭萃
计思佳 特约记者刘伟）8月15日，海口
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自8月15日上
午8时起，对城西镇南宝花园、金广大
厦、金城一品A3A4单元、创业新村11
栋及海垦街道农垦二供6栋一单元解除
封闭管理。至此海口市龙华区封闭封控
管理小区全部解封。

通告称，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方案》（第八版）和省市相关专
家意见，城西镇南宝花园、金广大厦、
金城一品 A3A4 单元及创业新村 11
栋、海垦街道农垦二供 6栋一单元管
控区域内全体人员，经“十四天五检”
全员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经综合评
估，传播风险较低，故解除对上述区
域的封闭管理。解除封闭管理后，这

些区域仍需加强管理，严格落实人员
进出查证、扫码、测温、佩戴口罩等防
控措施。

另据海南日报记者了解，自 8 月
15 日起，南宝花园小区由中风险地
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截至 8 月 15
日上午8时，南宝花园小区已连续14
天无新增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报告。

海口龙华区封闭封控管理小区全部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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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积8月15日电（记者刘梦
晓）8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
市教育局获悉，该市日前在开展“查
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中，查摆
出“义务教育招生管理系统不完善，
招生流程复杂”的堵点问题，直指该
市中小学生入学手续办理流程烦
琐。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琼海市
教育局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城区
推行义务教育学校网上智慧招生，
简化学生入学流程，让数据代替群众

跑腿。
“传统的中小学招生方式，群众办

理子女入学手续时需到学校提交有关
材料，手续十分繁琐。”琼海市民陈民
林在今年秋季给孩子网上报名后，感
觉到了琼海在义务教育招生方面带来
的新变化。他说，相比过去得往学校
跑一趟，今年只要打开网站扫二维码，
就可以填写资料进行网上报名，“很方
便，省去了排队的时间。”

据了解，从2021年秋季学期起，

琼海市嘉积城区公办中小学校招生申
请学位采取线上申请和线下申请两种
方式。线上报名只需提供监护人及适
龄儿童户口簿、适龄儿童出生证、监护
人不动产证、政府征地拆迁安置户有
效证明或市住建部门开具的房屋租赁
证和符合有关法规的双方房屋租赁合
同、监护人在嘉积城区工作连续缴纳1
年以上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或营业执照
副本等证明材料。

下转A02版▶

琼海推行网上智慧招生，简化学生入学流程

让数据替群众“跑腿”

本报海口 8月 15日讯（记者彭青
林）海南日报记者8月 15日从省人社
厅获悉，我省多部门正联合开展“社保
卡1分钱乘公交”优惠活动，在海口市
范围内，从8月起持续到今年底，持海
南省电子社保卡或海南省第三代社保
卡乘坐城市公交，最低可享1分钱乘公
交的优惠。

已申领海南省电子社保卡或已办
理海南省第三代社保卡均可参与“社保
卡1分钱乘公交”活动。活动期间，使

用海南省电子社保卡“乘车码”扫码乘
车，最低可享0.01元乘车优惠，每月每
卡限30笔；使用第三代社保卡最低可
享0.5元乘车优惠，每月每卡限30笔。
电子社保卡与第三代社保卡优惠笔数
不共享。

截至目前，全省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到 945.78 万，覆盖全省常住人口的
93.82%，电子社保卡签发量达429万，
第三代社保卡持卡人数达203万。

第二代社保卡的持卡人免费换领加

载交通功能的第三代社保卡，可在海口
农商银行、海口市农信社的43个即时制
卡服务网点办理（需要激活社保卡的金
融账户，并开通免密免签功能）。

第二代、第三代社保卡的持卡人均
可以通过“海南一卡通”APP、“海口人
社”APP、“海南农信手机银行”APP、“海
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微信公众号4
个官方渠道申领本人的电子社保卡，并
开通电子社保卡的“乘车码”（需要开通
银联互联网支付）。

刷电子社保卡乘海口公交最低1分钱
我省电子社保卡签发量超400万张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8月15日，在海口市龙华区金牛岭公园，不时有市民在公园湿地的栈道上漫步，公园湿地
俨然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此前，海口启动滨濂沟综合治理、污水提升泵站等项目建设，让
金牛湖人工湿地成为市民游客休闲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日前，工人在文昌国际航天城产业服务中心项目工地施工。目前，面积12平方公里的
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三横五纵”路网工程、文昌航天超算中心等重点
项目在加紧建设中。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陈忠剑 苏小静

“提交退税申请，次日就收到了退
税款到账信息，大大缓解了我们的财
务压力！”8月13日，大唐万宁天然气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唐万
宁公司）财务总监苟洪涛提起万宁市
税务局提供的优质服务连连点赞。今
年以来，万宁市税务部门全力推行“一

企一策”纾困惠企措施，切实帮助企业
解决燃眉之需。

大唐万宁公司是一家从事天然气
发电的企业，从 2019年进驻万宁以
来，投资总额近20亿元，但受疫情影
响，导致预生产时间从2020年12月延
迟至今，预计最快投产也得在今年9月
以后。

“投产延后，人工成本、设备设施
维护成本等费用都超出预算。”苟洪涛

介绍，今年7月14日该公司财务账面
资金仅剩下不到20万元，“资金极其
紧张，能否支持到9月份后试运营都成
问题。”

正在企业忧心的时候，万宁市税
务局组织工作人员开展进企业入户
走访调研，通过分析企业相关情况，
结合现有优惠政策，发现大唐万宁公
司能够享受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退税
政策。 下转A02版▶

万宁推动税收政策红利落实处，“一企一策”纾困惠企

用服务助企业“解困”

■ 郑海声

抓工作、办事情，方向问题至关重
要。方向对了，行则将至；方向不对，南
辕北辙，越努力离目标越远。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港也是一样，把握正确政治方
向是干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

海南建设的自由贸易港，是“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什么是中国特色？其
核心要义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
新发展理念。这就是必须始终把牢的政
治方向，也是判断大是大非的工作标
尺。凡是工作中有看不清楚、想不透彻
的问题，如果从中国特色核心要义的角
度出发，进行对标对表，就会比较容易看
清楚、想透彻的。比如有的舆论认为，似
乎不搞“黄赌毒”，海南就不够开放、就不
是自由贸易港了。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标尺来衡量，是非立判，何来争

议？
所以，要想把工作抓好，既要埋头苦

干，更要抬头看路。这就好比要把满满
一脸盆水从房前端到屋后，如果只盯着
眼前这盆水，不看前方要走的路，水一定
会洒，不但水洒了，人也有可能跌倒；只
有看准了方向、看清了道路，这盆水才不
会洒。这个道理运用到当前海南的实际
工作中，就是要善于用政治眼光看经济
问题、看社会现象、看开放力度、看改革
效果，成为政治上的明白人，才能确保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
行稳致远。

把牢正确政治方向

文昌国际航天城
加快建设

水复清
岸复绿

海口汽车总站
今起恢复东线西线

客运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