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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尤
梦瑜）10月9日上午，省政府党组书
记、省长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
大）会议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会议，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反走私主题开展学习，交流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研讨成果，研究近期重点

工作。
会议邀请海关总署缉私局局长、

全国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孙志杰视频授课，介绍当前我国
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及总体形势，对海
南反走私态势和趋势的研判及对策建
议。冯飞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

反走私工作的顶层设计，确保自贸港
行稳致远。要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密
切协作工作机制，科学处理好“管得
住、放得开”的关系。要把握底线思
维，加大基础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
加强信息共享和诚信体系建设，确保
各类风险总体平稳可控。

会议还交流了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研讨成果，副省长倪强围绕洋浦经济
开发区改革发展史作交流发言，省政
府党组其他班子成员参加讨论。冯飞
对省政府党组班子成员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研讨成果给予肯定，他指出，要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开展

好党史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作风整顿
建设年和“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扎实推进为群众办实事事项。

会议还研究部署了政府系统近期
重点工作。

省领导沈丹阳、刘平治、闫希军、
王斌出席会议，王路列席会议。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研究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反走私等工作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辜振玮）根据省委统一部署，10月8日，海南省涉
粮问题专项巡视工作动员会在海口召开，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
项整治和专项巡视巡察的有关部署，安排部署我
省专项巡视工作。

会议指出，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事关国运民生，是“国之大者”。要深刻认识开展专
项巡视巡察的重要意义，把涉粮问题专项巡视巡察
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确保取得实效。

会议要求，各被巡视党组织和各级党员干部
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及省委的部署要求上来，从政治上和
大局上充分认识把握开展涉粮问题专项巡视的重
大意义。开展涉粮问题专项巡视巡察，既是对粮
食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阅，也是对党员干部的一次

“政治体检”，接受监督的地方和单位党组（党委）
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扛起责任担当，
全面落实巡视巡察工作要求。

据悉，本次巡视时间为2个月。巡视期间设
值班电话：0898-65711731；邮政信箱：海口市
A089号邮政信箱；邮政编码：570203；联系地址：
海口市海府路30号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楼
四楼安全通道楼梯口；海口市海府路30号省粮食
局第12栋宿舍楼东侧外墙；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
珠江广场帝都大厦22层楼梯口；海口市秀英区丘
海一横路3号海南东方洋粮食储备库办公楼一楼
门口外墙。

巡视组受理信访截止时间为12月2日，主要
受理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
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
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
规定转交被巡视相关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各市县（不含三沙市、文昌市）同步开展涉粮问
题专项巡察工作，构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工作格局。

海南省涉粮问题专项巡视工作动员会
海口召开

确保相关巡视巡察工作
取得实效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彭青林）10月9
日上午，全省市县乡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第
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强调市县乡换届工作进入关
键时期，要层层压紧政治责任，加强党的领导，严
肃换届纪律，确保此次市县乡换届风清气正、取得
圆满成功。

会议指出，这次市县乡换届是全省政治工作
中的一件大事。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目前各项
工作进展有序、推进顺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会议要求，要把严肃换届纪律贯穿换届工作
全过程各环节，全面梳理前期巡回督查发现的问
题，有针对性地加强督导；要层层压实责任，把党
组织和一把手的监督责任严格起来，坚决防止出
现上紧下松、责任层层递减的现象；要及时预判风
险，把开展换届风气问题风险排查贯穿全过程；对
存在问题要从严从快查处，坚决狠刹各类歪风邪
气，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启方出席会议并
讲话。

全省市县乡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

严肃换届纪律
确保风清气正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邱江华）海南日
报记者10月9日从省科技厅获悉，2021年海南省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计划（省自然科学基金）决定
立项761个项目，其中包括165项面上项目、268
项青年基金项目、14项创新团队项目及314项高
层次人才项目，资助经费5000多万元。

据悉，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要严格按照《海南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经费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章制度执行，项目经费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
2021年实施经费“包干制”试点的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项目管理和经费支出等按照《海南省科研项
目经费包干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执行。

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计划决定立项
761个项目

资助经费5000多万元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重要讲话精神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2021年10月10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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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天堂 生态瑰宝——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王
培琳）10月9日，省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对海南自贸港法颁布实施后
首批配套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
竞争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海南
自由贸易港反消费欺诈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进行解读。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
视员严励说，该两项法规是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关
于“持续优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

环境”的要求，充分运用国家赋予海
南自由贸易港立法权，在公平竞争和
反消费欺诈领域的专项立法探索，属
全国首创。

其中，《条例》是关于公平竞争的
整体性地方性法规，共三十五条，确
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制度、
细化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平竞争
机制和职责、强化公平竞争执法衔
接、强化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重要
作用、强化社会共治、对接国际通行
经贸规则等内容，致力于建立海南自

由贸易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体系，助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畅通。

《条例》主要有五大方面的创新内
容，即公平竞争政策奠定自由贸易港
市场基础“压舱石”、公平竞争审查实
行相对中立审查制机制、建立健全公
平竞争社会共治机制、建立公平竞争
议事协调机制、强化影响公平竞争行
为的查处等，努力形成可借鉴的制度
集成创新经验。

《规定》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消费

欺诈的小切口地方立法，主要针对海
南当前存在的典型消费欺诈违法行
为，特别是旅游消费市场欺客宰客行
为，突出打击重点，加大惩戒力度，遵
循过罚相当原则，分类分档设定处
罚。引入处罚到人的“双罚制”，对经
营者为单位、情节严重或者社会影响
特别恶劣的消费欺诈行为，除对经营
者处罚外，还要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
罚。《规定》还明确了相关主体职责和
义务，首次规定交易市场开办者的审

查、检查、制止和报告等管理义务，旨
在形成反消费欺诈社会共治格局。

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邓云秀
表示，《规定》坚持“问题导向”的思
路。针对消费领域欺客宰客这一严重
影响海南形象和营商环境的问题，重
点对十四种典型的消费欺诈情形进行
规制，如短斤缺两、“包厢购物”、发布
虚假免税或者零关税商品信息等消费
欺诈行为。这些结合海南实际的创新
或细化规定，具有较强的海南自贸港
特色和实际操作性。

围绕公平竞争和反消费欺诈领域

海南自贸港进行专项立法探索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三亚房地产领域因历史遗留问题
导致的“交房难”“登记难”问题，困扰
了三亚市黄金广场项目业主刘莉10
余年的时间。多年奔波投诉无果，刘
莉身心俱疲。

三亚对这类问题高度重视，深入
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百日行
动，以多部门协同合作，强力推进房地
产领域信访问题治理。这让刘莉的问
题在今年7月有了转机：按照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的“证缴分离”措施，刘莉
购买房子所在的黄金广场项目2栋住
宅楼办理了首次登记手续，首批160

多户业主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书。
为了将好事办好，使购房业主更

快拿到期盼已久的不动产权证，三亚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历史遗留问题项
目纳入企业服务专窗，安排专人全流
程跟踪办理，加班加点为购房群众办
理产权登记。该中心还在办证过程中
依据最新出台的不动产登记零收费政
策，主动为户主减免不动产登记费，并
缩短办证流程，提高办证效率。

近年来，因用地、规划、抵押查封、
网签备案、竣工验收等原因，三亚27
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已售房产无法网签
备案、按合同约定交房和办证，引发多
轮投诉。对此，三亚专门召开市委常

委会，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处理方
案，制定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统一政
策，实行“一把尺子量到底”，用历史的
眼光、实事求是的态度妥善解决房地
产领域信访问题。今年9月3日，三
亚出台了相关意见，提出分类处置，着
力化解矛盾纠纷，全力维护城市和谐
稳定社会大局，为自贸港建设营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

为积极妥善解决房地产历史遗留
问题，三亚按照“五个一”（即一个项目
问题、一个领导、一个班子、一套措施、
一抓到底）的要求，采取市领导“包案”
的方式，督促和协调牵头单位和配合
单位，共同解决项目在推进过程中的
堵点和难点问题。“我们还计划从相关
职能部门抽调业务骨干组成工作专
班，负责涉法涉诉项目推动等工作，并

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确保房地产
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工作落到实处。”三
亚市住建局局长黎觉行说。

强化多部门统筹，三亚充分运用
“证缴分离”等政策，全力推进交房和
办证工作。目前，三亚华皓亚龙府项
目因未通过竣工验收投入使用等原
因，导致无法办证，该市根据处罚和
办证并行的原则，让项目实现正常办
证，堵点问题已得到解决；黄金广场
和地中海湾项目因补交地价款问题，
长期以来信访问题突出，经三亚市政
府同意，已按“证缴分离”的原则，解
决了不动产权初始登记证和购房人
分户证办理问题。现恒大健康养生
谷项目需补交地价款问题已报审批，
待批准后，该项目办证问题即可得到
解决。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周红波
表示，群众利益无小事，妥善解决房地
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不仅事关老百
姓切身利益和政府诚信形象，而且事
关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查
处违法与保护群众善意取得权益并
行”的原则，三亚要以超常规的措施和
办法、超常规的勇气和决心、超常规的
责任和担当，进一步深挖历史遗留问
题“病根”，坚持“证缴分离、办证分
离”，坚持先易后难、分类施策，分阶段
分步骤分类型推动解决房地产项目堵
点问题，切实维护好购房人合法权益；
要注重建章立制，认真总结妥善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项目的经验做法，用制
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施之长远。

（本报三亚10月9日电）

三亚妥善解决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

先易后难分类施策 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上接A01版
调整实施地域范围为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地区；对于《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国务
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
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在我国境内举办对外
经济技术展览会加强管理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调整实施地域范围为海南省，调整实施情况包括

“暂停实施相关内容，对从事商业特许经营活动
的特许人，可不进行商业特许经营备案，同时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允许外国机构独立举办除冠
名‘中国’‘中华’‘全国’‘国家’等字样以外的涉
外经济技术展。外国机构独立举办或合作主办
的上述涉外经济技术展行政许可，委托省级商务
主管部门实施并开展有效监管”等内容。

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
和国务院文件规定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刘婧姝

江边管护站是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最偏远的
管护站之一，位于东方市江边乡，由
霸王岭分局猴猕岭管理区管辖。

江边管护站很偏远，但管的范围
很大，有66041亩。站里18个人，平
均每人管护面积超过3600亩。不论
严寒酷暑，他们都坚持用双脚丈量
雨林，用无悔青春守护绿水青山。

最艰苦时一个房间住8人

从东方市八所镇到江边乡有60
多公里，但由于山路蜿蜒，开车要花
上一个半小时。

10月2日中午，当海南日报记者
来到江边管护站时，护林员们也刚巡
山回来。“我们一般是上午8时左右
出门，12时回来；下午2时出门，6点
前回来。说起来，也是8小时工作制
呢！”护林员张彪笑着说。

江边管护站虽然远，但相比霸王
岭分局的其他管护站，条件还算不
错：一栋三层的小楼，一楼是办公室、
值班室和会议室，二、三楼是宿舍。
小院内绿树成萌，干净温馨。

今年55岁的江边管护站站长朱
永宽，18岁起就在跟林木打交道，
1984年进入猴猕岭林场（现猴猕岭
管理区）工作时，负责培育苗木和种
树，2003转岗当起了护林员。

朱永宽说，在国家实施天然林保
护工程后，各自然保护区内开始设立
管护站和管护点，当时条件有限，盖
的是简易木房，最多的时候，一个房

间挤了8个人，“夏天屋内闷热蚊虫
多，还没风扇，睡不着是常事”。

“现在管护站的条件比以前可是
好多了。”朱永宽感叹。

摔伤划伤是常事

下午2点，到了护林员巡山的时
间。记者也搭上他们的摩托车一起
巡山。

从江边管护站出发，驶过10公
里的峰峦叠嶂、满山翠绿后，大家来
到玉龙岭脚下。这是第二管护组队
员邢亚新负责巡护的范围，面积达
4166亩。

“这条路的路况好些，不下雨就
能骑着摩托车上山，再下车走路。”邢
亚新说。“平时巡护你们需要注意什
么？”记者问。“这片山林没有什么名
贵的天然树种，但周边有村民居住，
平时巡护除了看有没有破坏林木的
行为外，还要检查有没有村民在山里
捕猎野生动物。”邢亚新说。

为了搜查铁笼、铁夹子之类的捕
猎工具，护林员们在巡护时很注意观
察，如果山林里有新开的路，或有人
行走过的痕迹，他们就跟进去查找，
一旦发现捕猎工具就地销毁没收。
因为他们常常要钻进茂密的灌木丛，
被长刺植物划伤也成了家常便饭。

“现在村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提
高了，捕猎行为少了，进山主要是为
了找蜂蜜。”江边管护站第二管护组
组长刘丽芳说，村民在取蜂蜜时往
往会点火，用烟熏，给山林带来很大
的安全隐患，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会
毫不犹豫地上前制止，给对方讲法

律、说政策。

“清山”行动时要在山
上呆7天

每天巡山，一天巡护一个班号，
这只是正常的工作。碰到“清山”行
动才是最辛苦的时候。

“清山”行动一般是两三个月进
行一次，由上级部门部署，安排别的
管护站护林员过来协助。“‘清山’行
动一般7天，最短也要5天。”朱永宽
说，因此每次“清山”前都要提前备
足食物、帐篷、衣被等。“清山”时的

巡查路线跟平时不一样，有的地方
根本无路可走，只能用钩刀劈开杂
草灌木，穿越丛林，一天下来，累得
全身酸痛、一身臭汗。虽然吃住只
能在荒山野外，但从没有哪个护林
员喊苦叫累。

据介绍，江边管护站最近的一次
“清山”行动是7月中旬，行动共收缴
了5个铁笼子、一个铁夹子。“缴获的
东西越少，说明我们的保护工作成效
越好。”朱永宽说。

由于护林工作的特殊性，对于护
林员来说，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他
们一上班，就得连续上22天，接着连

续休息8天，每个月都是如此。
江边站里18人，有10人是当地

人，其他人来自大田、天安、八所等
镇，只有33岁的张彪来自昌江黎族
自治县王下乡钱铁村。去年4月进
站工作的他，每次休息，就骑着摩托
车从大广坝经七叉镇返回王下乡，
75公里的山路，要骑3个小时才能
到家。

“护林员的工作这么辛苦，江边
离家还远，为什么愿意留在这里？”记
者问。“守着这片青山绿水，看久了，
也不觉得有多辛苦。”张彪说。

（本报八所10月9日电）

本报记者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江边管护站

守得江边绿满山

日前，航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公园体制试点区霸王岭片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