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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29日讯（记者刘操）
12月27日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
队到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督办省重点（重大）项目。

毛万春参观了“深海一号”超深水
大气田地质情况三维展示，听取中海石
油（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负责人
就公司基本情况、重点项目进展等情况
的汇报。

座谈会上，毛万春介绍了海南自贸
港建设相关情况。他指出，中海石油（中
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要抢抓自贸港
建设机遇，扛起新担当，展现新作为。要
推进劳动、人事、分配改革，更加注重技
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激发企业
人才更大的动力和活力。要推动产学研
深度融合，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为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下转A02版▶

毛万春到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督办省重点（重大）项目

本报海口12月29日讯（记者金昌
波）12月29日，省委副书记、省深化海南
农垦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李军主
持召开领导小组第21次全体会议，贯彻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及全国农垦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研
究部署下一阶段农垦改革发展工作。

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垦地

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研究了相关农
场改革工作。与会人员展开深入讨论，
提出具体意见建议。

李军指出，农垦姓农，农为根本。海
南农垦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上
来， 下转A02版▶

省深化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21次会议召开

推动垦地融合促进农垦高质量发展
李军主持并讲话

本报海口12月29日讯（记者李磊）
12月29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南
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在海口签署“十四
五”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省长冯飞会见
南方电网董事长孟振平一行，并共同见
证签约。

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南方电网
长期以来对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
可靠的电力供应表示感谢。他表示，海

南正积极推进清洁能源岛建设，希望南
方电网加快推进合作项目的实施，积极
谋划新项目，以最新技术打造安全、清
洁、经济的新型电力系统，实现合作双赢
和可持续发展。

孟振平表示，南方电网将加大对海
南重点项目、重点园区的供电支持力度，
打造高可靠性供电示范区，加快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清洁能源体系，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十四五”

期间围绕推进海南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打造世界一流用电营商环境、推进智慧
海南建设、持续提升电网综合保障能力、
深化海南能源综合改革等方面开展深入
合作。

省领导沈丹阳、省政府秘书长符宣
朝参加相关活动。

省政府与南方电网签订“十四五”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冯飞会见客人并证签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日前，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关于《海南省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若干财政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的通知，出台一揽子财政政策，为培
育壮大市场主体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添薪加柴”。
《措施》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实施至2025年。《措施》围绕提高科技创

新能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支持扩大有
效投资、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优化企业发
展环境等5大领域，明确30条具体举
措，条条“含金量”高。

为确保政策落地，《措施》提出，省
财政厅建立政策动态评估调整机制，
每年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估，确保
政策针对性与有效性。到期前按照相

关规定评估确定是否继续实施和延续
期限。

此次出台的政策中，除明确要求市
县负担的个别条款内容外，无明确要求
的，均由省财政统筹财力负担。市县可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市县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具体政策措施，与该政策形成合
力。 （相关报道见A03、A04版）

我省出台一揽子财政政策
5大领域30条具体举措明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共海南省委决定
徐启方同志

兼任中共儋州市委书记、
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

日前，中共海南省委决定：徐启方同
志兼任中共儋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委员、书记。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谢若
琳）在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的指导下，
12月24日，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为境
内某企业的境外 SPV 公司成功发放
9113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6.5亿元）
FTN固定资产贷款，并于放款当天完成
FT项下汇出汇款操作。

据悉，该笔业务是目前海南市场上
FT项下单笔最大金额的贷款。不仅解

决了该公司境外子公司FTN账户境内
融资需求，更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打通了
境外子公司境内融资渠道，为后续支持
海外企业发展拓宽了道路。

海南自由贸易账户（FT 账户）体
系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
项目，是促进自贸港投资贸易便利化
的重要抓手之一。人民银行海口中
心支行认真贯彻落实相关部署，积极

推进自贸港金融改革创新，已支持多
家商业银行落地FT项下外币贷款业
务。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行将充分发挥“国际化、综合
化”金融服务优势，加大产品和服务
方式创新力度，不断提升金融支持自
贸港建设水平，服务“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

海南自贸港FT项下单笔贷款金额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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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12月29日电（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12月29日，全省
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动员大会暨
儋州市和洋浦经济开发区领导干部大
会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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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举全省之力支持儋州洋浦一体
化发展，奋力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第三
极。冯飞、毛万春、李军等省领导出席
会议。

会议宣布省委有关人事安排的决
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启方兼任儋
州市委书记、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

沈晓明指出，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

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需要，是推动儋州和洋
浦自身发展的需要。儋州洋浦广大干部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
来，按照分步推进、逐步实施的要求，保
证思想不乱，坚持工作不断，做到相互理
解，持续总结提升，加快推进儋州洋浦一
体化。要把握“稳”字，做到稳思想、稳经
济、稳社会、稳政策、稳预期，凝聚改革共
识，提振各方信心。要把握“进”字，坚持
稳中有进、以进固稳，当好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要把握

“谋”字，高水平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
稳妥有序推进管理体制改革。要把握

“新”字，充分发挥新领导班子集体力量，

抓紧推进思想融合、机构融合、工作融
合，展现新面貌，构建新体制，做出新成
效。要把握“变”字，坚持实事求是，推动
制度集成创新，在体制机制、营商环境、
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实现“1+
1＞2”的聚合效应。

沈晓明指出，支持儋州洋浦一体化
发展，是全省上下的共同任务。各有关
单位要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建立
健全推进机制，加大资源要素保障力度，
凝聚推动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行稳致远
的强大合力。

儋州市和洋浦经济开发区有关负责
同志分别作表态发言。

沈晓明在全省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动员大
会暨儋州市和洋浦经济开发区领导干部大会上强调

举全省之力支持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
奋力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

冯飞毛万春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12月29日讯（记者尤梦
瑜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黄婷）12
月 29日晚，“感动海南”2020-2021十
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演播厅举行。至此，感动海南人物评
选已成功举办十年。

本届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集团）主办，南国都市报承办，中国银行
海南省分行冠名支持，碧桂园海南区域
特别支持。“感动海南”2020-2021十大
年度人物评选期间共涌现了38位候选人

（集体），经公众投票和专家评审，评选出
“感动海南”2020-2021十大年度人物、
“感动海南”2020-2021年度特别致敬奖
（3个群体），以及“感动海南”2020-2021
年度提名奖6名。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8/09版）

“感动海南”2020-2021十大年度人物揭晓

感动十年 温暖海南

12月29日晚，“感动海南”2020-2021十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海口举行。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2月29日，在乐东黎
族自治县佛罗镇福塘村的
大棚里，工作人员在挑选
哈密瓜。

据了解，今年佛罗镇
大棚哈密瓜种植面积4.8
万亩，年产量20余万吨。
目前全镇种植哈密瓜的农
户多达9200余人，哈密瓜
已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
的“甜蜜产业”。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甜蜜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评论员

12月29日，全省推进儋州洋浦一体
化发展动员大会暨儋州市和洋浦经济开
发区领导干部大会召开，这标志着儋州
洋浦一体化正式启动，意味着海南“三极
一带一区”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协调发展是评价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标准和尺度，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
区域协调发展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

“两个引擎”。省委经过反复研究、集
思广益、精心谋划，作出儋州洋浦一体
化发展重大改革决策，不仅是推动儋
州和洋浦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需要。

推进一体化发展为儋州洋浦提供了
重大机遇，也是对儋州洋浦的现实考
验。贯彻“分步推进、逐步实施”的要求，
保证思想不乱，坚持工作不断，做到相互
理解，持续总结提升，需要儋州洋浦广大
干部把握好“稳”字，做到稳思想、稳经
济、稳社会、稳政策、稳预期，凝聚改革共
识，提振各方信心。把握好“进”字，坚持
稳中有进、以进固稳，奋力当好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把
握好“谋”字，高水平谋划未来五年发展
蓝图，稳妥有序推进管理体制改革。把
握好“新”字，充分发挥新领导班子集体
力量，抓紧推进思想融合、机构融合、工
作融合，展现新面貌，构建新体制，做出
新成效。把握好“变”字，坚持实事求是，

推动制度集成创新，在体制机制、营商环
境、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形
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实现

“1+1＞2”的聚合效应。
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支持儋州洋浦一

体化发展这一全省上下的共同任务，推
动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效，检
验着各有关单位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
识。各有关单位要深刻领会，坚持“全省
一盘棋、全岛同城化”，坚决把责任扛在
肩上，把工作抓在实处，建立健全推进机
制，加大资源要素保障力度，凝聚推动儋
州洋浦一体化发展行稳致远的强大合
力，为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履职
尽责，不断开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新局面。

努力实现“1+1＞2”的聚合效应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珂

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澎湃春潮激
荡西海岸。12月29日，全省推进儋州
洋浦一体化发展动员大会暨儋州市和洋
浦经济开发区领导干部大会在儋州市召
开，宣布省委做出的决策部署：举全省之
力支持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奋力打造
海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

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的喜讯在
儋州洋浦两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
响。儋州和洋浦的多名干部群众在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坚决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人
人积极参与，为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
展作贡献。

新起点上再立新功

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是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需要，是推动儋州和洋

浦自身发展的需要。“坚决贯彻落实全
省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动员大会
暨儋州市和洋浦经济开发区领导干部
大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
决策部署上来。”儋州市委常委、秘书
长陈明说，接下来将蹄疾步稳推动儋
州洋浦经济社会各项工作取得重大突
破，为努力打造海南省高质量发展第
三极作出贡献。

那大镇是儋州经济最具活力、发
展基础最好的地区，也是儋州的城市
核心区。“那大镇党委和干部群众坚决
拥护省委决策部署，将以高度的历史
使命感和责任感，动员起来、行动起
来，高位推动、统筹推进，勇当打造海
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排头兵’。”那大
镇党委书记尹亚峰说，将紧扣儋州洋
浦一体化发展决策，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着眼全局谋划那大镇发展，
在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展现更
大作为。立足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
那大镇将打造经济发展先行区，在提

高发展质量上实现新突破，坚定不移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做大经
济总量，引进一批农副产品加工、互联
网、物流、仓储等行业龙头企业，建设
新的旅游经济增长极，全面加快城市
更新步伐。同时将打造乡村振兴示范
区，在统筹“三农”工作上实现新突破；
打造舒适宜居主城区，在推动绿色发
展上实现新突破；打造民生福祉样板
区，在提升生活品质上实现新突破。

“完全拥护省委的决策，坚决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信芳
说，将抓紧推进思想融合、机构融合、
工作融合，展现新面貌、构建新体制、
做出新成效。同时团结儋州洋浦两地
干部群众奋力拼搏，为儋州洋浦一体
化发展、奋力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第
三极、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的先行区
示范区和“样板间”当好“先行者”“排
头兵”，在新的起点上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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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涌西海岸
省委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决策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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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剧再“出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