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浦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123.1万标箱，同比增长36.52%

其中，外贸集装箱为31.42万标箱

同比增长 75.27%
水路运输货物周转量6837.35亿吨公里

同比增长2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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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在中国
国家话剧院正式成立20周年之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12月25日给国家话剧院的艺术
家回信，向国家话剧院全体演职人员致
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始终贯彻
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秉承延安建院初
心，赓续延安红色血脉，积极践行艺术
为民崇高使命，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发

挥了重要作用。艺术家们在舞台上默
默耕耘、辛勤奉献，创作了许多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做到了德
艺双馨。

习近平强调，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紧
扣时代脉搏、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
新，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更多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为
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为丰富人民
精神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国家话剧院的前身是1941年成立
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后几经更名，于
2001年 12月25日正式组建成立国家
话剧院。近日，国家话剧院的16位艺
术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习
习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
十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的心得体会，以
及剧院创建80年来的发展情况，表达了
创作优秀作品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给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家回信强调

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本报海口12月25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12月25日，省委
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会，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把“两个
确立”的思想转化为具体行动，蹄疾步稳
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省领导
冯飞、毛万春、李军等参加学习。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党史学习教育中
央宣讲团成员吴德刚作“深刻认识‘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学习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报告。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部分成员交流了

学习体会。
沈晓明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确立习近平
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党心民心所
向。全省上下要把坚持“两个确立”转
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
在思想上拥戴核心，在政治上忠诚核
心，在组织上服从核心，在行动上捍卫
核心，坚定不移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重大改革
事项由党中央决定，整体工作进度由党
中央把握，政策实施情况及时向党中央
报告，蹄疾步稳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要把坚持“两个确立”转化为学
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高度自觉，深刻认识、准确把
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
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聚焦“三
区一中心”战略定位，以党建为引领，扛
起使命担当，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生动范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贡献。要把坚持“两个确立”转化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高度自
觉，始终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制度集
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落实好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保护好得天独厚的生
态环境，防范好化解好各类风险挑战，
推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入不
可逆转的轨道。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

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蹄疾步稳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冯飞毛万春李军参加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陈术
颖 李隆华）我省积极推进企业开办便利
化改革，目前企业开办时间已压缩至1个
工作日。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市场监
管局了解到，该局协同相关部门，从多方
面推动此项改革，实现了企业开办设立
登记不超过0.5个工作日，员工参保、企
业公积金缴存登记、印章刻制和发放及
发票申领同步办理，不超过0.5个工作日。

我省优化了“海南e登记”平台，保
障数据推送的实时性和全量性。在全国

率先实现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同步
发放。今年以来，电子营业执照下载量
是去年同期的5.27倍，调用量是去年同
期的6.97倍。积极推进发票电子化，今
年前11个月全省开具增值税电子发票
量同比增长103%。

与此同时，我省聚焦风险防范，加强
登记环节事前管控。建立了注册专员与
市场监管所联动审查机制，对同一投资
人30天内注册5家和同一地址注册5家
市场主体的启动住所核查，已驳回住所

虚假的设立申请1780次。目前，正在进
行业务系统对接，将于12月底完成，实
现市场主体住所智能化比对和自动导入
填写。同时，利用省公安厅标准地址库
建立“海南e登记”标准化地址库，规范
登记注册住所自主申报行为。

11月，全省共办理企业开办全流程
业务 15982 件，1 个工作日内办结的
15824件，因登记环节启动住所核查未
在1天内办结但不属逾期的89件，按时
办结率99.57%。

我省积极推进企业开办便利化改革

企业开办时间减至1个工作日

本报三亚12月 25日电 （记者刘
操）12月25日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
到三亚市就“医疗保障能力建设”开展
专题调研。毛万春指出，三亚各医疗机
构要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
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
断提升医疗救治服务水平，为广大人民
群众提供安全有效、优质便捷的医疗卫
生服务。

毛万春来到三亚市中医院，与医务
人员亲切交流，了解医院医疗保障能力
建设等情况。座谈会上，毛万春指出，发

展医疗卫生事业，保障改善民生，事关发
展大局，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海南发展健康产业的最重要资
源，三亚市中医院要紧紧抓住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机遇，全力以赴推动健康产
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要明
确定位，抓住特色优势，打造一体化产业
链，推动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

毛万春强调，三亚各医疗机构要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体制机制，营造吸
引人才的环境，引进、用好、留住人才，不
断推进全市医疗卫生事业再上新台阶。

毛万春到三亚开展医疗保障能力建设专题调研

本报洋浦12月25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符润
彩）海南日报记者12月25日从洋浦经
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海洋局获悉，西
部陆海新通道洋浦国际集装箱枢纽港
扩建工程（以下简称扩建工程）正在加
紧推进，力争明年上半年开工建设。
建成后洋浦港口的集装箱年吞吐能力
将达到660万标箱。

扩建工程总投资约93亿元，是海
南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将建设4
个20万吨级和1个15万吨级集装箱泊
位，码头岸线长度2461米，采用重力式
沉箱结构施工，陆域总面积达210万平

方米，配套建设相应的集装箱堆场。
洋浦高度重视西部陆海新通道国

际集装箱枢纽港的建设，加快港口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集疏运体系，投
资9.1亿元建设的疏港大道二期项目
于今年6月完工，打通了洋浦国际集装
箱码头的外向通道。积极推动海南港
航控股公司完成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起步工程能力提升项目建设，进一步
提升了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的货物吞
吐能力。

随着内外贸同船运输、保税油加注、
启运港退税等自贸港政策落地见效，洋
浦已开通内外贸航线38条，其中内外贸

同船航线为7条，基本覆盖国内沿海城
市和东南亚地区主要港口。今年1月至
11月，洋浦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123.1万标箱，同比增长36.52%，其中外
贸集装箱为31.42万标箱，同比增长
75.27%；水路运输货物周转量6837.35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281.11%。

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表示，扩建
工程是省重点项目之一，洋浦将加强
与企业联动，谋划成立工作专班，积
极研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加快相关审批手续办理，抓实
抓细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按期顺利开
工建设。

西部陆海新通道洋浦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计划明年动工

将建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尹建
军）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获悉，历经两年，海南省第三次森
林资源二类调查工作已完成，全面查清
了全省森林资源状况。数据显示，全省
林地面积3424.86万亩、全省森林总面
积 3296.44 万 亩、全 省 森 林 蓄 积 量
16112.88万立方米。

根据统一部署，从2019年 8月开
始，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联合省林业局
开展全省（不含三沙市）第三次森林资源
二类调查，以2020年为统一调查时间。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海南严格监督核查，组织专业精干力
量组建核查队伍，事前加强技术指导，事
中安排工作组驻点市县监督指导，不定
期进行中期核查，事后对调查成果进行
核查，确保调查成果质量。

数据显示，全省林地中，乔木林地
3232.41万亩、红树林地8.42万亩、竹林
地28.95万亩、疏林地0.26万亩、灌木林
地26.66万亩、未成林造林地19.26万亩、
苗圃地8.81万亩、迹地100.09万亩。全
省森林中，天然林925.36万亩、人工林
2371.08万亩。按森林类别划分，生态公
益林1304.40万亩、商品林2120.46 万

亩。按用途划分，防护林905.55万亩、特
种用途林377.87万亩、用材林587.99万
亩、经济林1425.03万亩。

下一步，海南将科学编制林地保护
利用规划，优化林地保护利用空间布
局，科学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高质量
落实全省林地保有量任务。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南将全面推行林长制，完善林长制
相关配套制度建设。设立林长制考核指
标，将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生态公
益林面积、天然林面积等作为考核重要
指标，明确年度计划任务。

我省完成第三次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查清全省森林资源状况

海南森林总面积3296.44万亩

12月25日，琼海市潭门镇福田村的农民在采摘辣椒。
新年前夕，琼海市种植的辣椒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当地农民加紧采摘。据介绍，

今冬琼海市种植冬季瓜菜16万亩，主要品种有辣椒和冬瓜。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近日，在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在开展屋面网架施工。
当前，海南迎来工程项目施工的“黄金期”，该项目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建

设。目前，该项目商业中心已经进入全面攻坚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营。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琼海辣椒抢“新”上市

抢工期 抓进度

本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艺
娜）近日，由省旅文厅主办，中国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承办的海南
自贸港旅游（香港）专场线上推介交流
活动（以下简称推介交流活动）通过云
视频方式，在海口及香港两地举办。

一直以来，琼港旅游合作交流频
繁，成果不断凸显，香港市场是我省
最大的境外客源市场之一。推介交

流活动依托海南自贸港的对外开放
政策，围绕海南丰富的旅游资源，在
海南自贸港与香港联动发展的大环
境、大背景下，对香港旅游业界进行
主题推介宣传，并共同探讨如何实
现琼港旅游优势互补，实现两地联动
发展。

推介环节中，播放了省旅文厅精
心为香港市民制作的旅游攻略大片，

从“遇见美好 住在海南”“网红打卡
趣游海南”“大快朵颐 品味海南”和

“安全旅行全心服务旅客”4个篇章展
开，为香港同业代表展现一个全新的
海南。海口市旅文局以“Hi（嗨）游海
口”为主题，针对“游”“住”“吃”“娱”
四个方面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推介，
并针对香港旅客推出亲水运动之旅等
8条特色旅游线路。 下转A02版▶

海南自贸港旅游（香港）专场线上推介会举行

琼港共觅旅游发展新机遇

短短一周，社会各界为
海师患病学子捐款超70万元

传递爱的温暖
点燃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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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起

美兰机场海航航班
转至T2航站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