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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 19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1月19日，省委书
记沈晓明到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调
研，强调要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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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和
公平、透明、可预期，推进营商环境建设，
形成口口相传的良好口碑，使之成为造
福子孙后代的“金饭碗”。省长、省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专班组长冯飞参加调研。

沈晓明一行到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专班办公室，看望慰问工作人员，详细了
解营商环境问题受理、核查及解决情况，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情况汇报。

沈晓明对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
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他指出，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
特征和核心竞争力，既是一项基础性工
作、也是一门“必修课”。要认真落实中央
12号文件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牢牢把握营商环境建设目标任务，加
强制度创新，抓好系统谋划，强化统筹协
调，做好考核评价，着力打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和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
境。要汇总分析各类受理平台信息，当好
发现问题的“眼睛”、倾听意见的“耳朵”、
宣传推广的“嘴巴”、排忧解难的“出气
筒”，分步骤、有节奏推进存量问题清零，
提高市场主体满意度。要完善“办事进

度”查询功能，做到服务企业的过程透明、
结果可预期。要善借“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比学赶超”和能力建设年等活动之
势，调动市县和部门积极性，强化上下联
动，用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完善诚信体
系等制度建设，加强作风能力建设，形成
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合力。

冯飞要求，要聚焦阶段性目标和重
要量化指标，积极主动发现化解各类问
题，加强制度集成创新，以数字化转型为
引领，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办事流程再
造，实现从“网上可办”到“网上好办”，不
断改善营商环境。

省领导沈丹阳、孙大海、冯忠华、倪
强参加调研。

沈晓明到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调研时强调

聚焦目标任务 树立良好口碑
把营商环境打造成造福子孙后代的“金饭碗”

冯飞参加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李磊）
1月18日下午，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
贯彻落实工作。冯飞指出，要切实加强
理论武装，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成果的能力。要正确把握社会主
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以重点突破带动经

济社会发展整体跃升。要制定切实可行
的具体方案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要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要结合实际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会精神。冯飞要求，要深刻认识“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确保执行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
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

力量，按照省委部署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常态化长效化。要深化“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积极探索共同富裕的路径
和模式。要坚持底线思维，推进各类风
险隐患排查化解。要坚持廉洁从政，加
强党组自身建设。

会议就开好省政府党组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民主生活会进行再部署，要求对
标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确保开
出质量和水平。

沈丹阳、刘平治、冯忠华、闫希军、王
斌、倪强、符宣朝参加。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冯飞主持并讲话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刘操）
1月19日下午，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海口召
开。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
要讲话和重要署名文章精神，传达学习
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

会会议精神。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政协第七届

海南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审议
通过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通过提交政协
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下转A02版▶

省政协七届二十三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毛万春主持

本报海口1月 19日讯（记者陈蔚
林）1月19日，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2022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海口召开。
省委副书记、领导小组组长李军主持，副
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平治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重要讲话以及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等会议精
神，审议了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实施意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方案等，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李军指出，抓好“三农”工作，既是
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的前提
基础， 下转A02版▶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2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李军主持

本报海口1月 19日讯（记者易宗
平）1月19日，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在海口召开。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应到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2
人，实到41人，符合法定人数。本次会
议只安排一次全体会议，听取、审议并

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的报告。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西庆
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光辉、肖
杰、康耀红、陆志远、关进平，省人大常委
会秘书长林泽锋出席会议。

下转A02版▶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召开 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
今日开幕

本报海口 1月 19日讯（记者刘
操）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将于1月20
日至1月23日在海口举行。大会将
于20日上午9时在省人大会堂隆重
开幕，届时，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将对开
幕会进行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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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营商环境就是口碑，口碑就是竞
争力。切实为企业解决问题，就会带
动营商环境优化，铸就海南自由贸易
港营商环境良好口碑。

去年以来，我省通过成立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专班，设立营商环境问题受理
平台，完善营商环境问题投诉和协调处
理、核查督办机制，解决一批影响企业
经营的难题，大大提升企业获得感。

政企面对面：
解决历史遗留土地问题

“这个问题拖延了十多年，现在终
于要解决了。”近日，文昌市昌华公司
副总经理周红东感慨道。

周红东说，2010年12月，该公司
受让的位于文昌走马园村东侧的2宗
土地，因文昌建设火箭发射场设备运
载码头项目需要，规划用地性质改为
港口用地，文昌市政府同意以等价置
换土地的方式收回土地使用权。

但自2011年11月起，文昌有关部
门因无法完成征收等原因，连续两次
未能完成土地置换。2016年10月，文
昌市又将该2宗土地认定为因政府原
因造成的闲置土地并计划有偿收回，
但昌华公司不同意有偿收回方案，坚
持以置换土地方式处置，导致问题一

直悬而未决。
“问题长期没有解决，给企业造成

很大损失。”周红东表示。
这个规划土地类历史遗留问题影

响企业经营的“老大难”问题，引起省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高度重视。
2021年7月，通过我省营商环境问题
受理平台接到企业投诉线索后，省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第一时间
将该投诉问题转给文昌市办理。11
月，又深入文昌市进行现场核查，要求
文昌市加强与昌华公司的沟通交流，
尽快制定解决方案。

文昌市接办后，由市政府组织市资
规局等部门共同研究，市资规局反映该
土地为协议出让用地（非招拍挂类土

地），只能通过有偿收回的方式解决。
企业想要置换，政府只能有偿回

收，面对这类问题，我省从顶层设计和
制度改革着眼，今年1月出台《海南自
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明
确对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因国土
空间规划依法修改造成土地闲置的协
议出让土地，可为使用权人进行置换，
为问题解决消除政策障碍。

1月17日，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专班办公室赴文昌召开政企面对面文
昌专场座谈会，专班核查督办组敦促
文昌有关部门尽快给企业解决问题。

“企业为国家建设需要作出了
牺牲，你们应该尽快给企业解决问
题。” 下转A06版▶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创新问题投诉和督办解决机制，提升企业获得感

急企业所急 着力解难题

“营商环境就是竞争力，服务企业
就是生产力，干部作风就是生命力。”
回顾 2021 年海南优化营商环境的生
动实践，发挥制度集成创新驱动力是
一大亮点。比如，通过建立健全营商
环境问题投诉、协调处理、核查督办机
制，并发挥其作用，一批批“堵点”“难
点”“痛点”得以快速消除，企业的合法

权益得到了有力维护，因而能够心无
旁骛地创新创造。

优化营商环境，解决个案往往并
不难，难的是举一反三。而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至为关键的恰恰是构建长
效机制，激发制度活力张力。近年来
特别是过去一年，海南在优化营商环
境方面取得的新突破充分说明，制度
管长远、管根本，只有紧紧扭住制度集
成创新这个“牛鼻子”，下转A06版▶

用长效机制打通营商环境“经脉”

就汤加火山爆发造成严重灾害

习近平向汤加国王图普六世致慰问电
（A13版）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昌江核电二期、洋浦百万吨乙烯等
一批省重点项目去年完成年度投资超
150%；一批重点事项近期将实现“首单
效应”：保利集团已在三亚注册成立海南
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力
争今年春节前完成“海南第一拍”；新能
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公司
组建方案已经省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
今年一季度前完成注册成立……

2021年，省发展改革委牢固树立
“项目为王”理念，全力做好促有效投资

工作，高质量完成年度投资任务。同时，
不断推动国家政策落地见效，推动体制
机制创新，激发国内外市场主体活力，推
动海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高质量完成投资任务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之一。2021年，全省投资同比增长
10.2%，超年度设定10%增速0.2个百分
点，全国排名第7位。

省重点项目活力足、进展顺利，有效
拉动我省投资增长。2021年省发展改

革委共安排省重点项目128个，总投资
378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78亿元。经
调度，全年累计完成投资892亿元，年度
投资完成率115%。其中，昌江核电二
期、洋浦百万吨乙烯、三亚崖州湾科教城
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海南省人民医
院南院（观澜湖）等一批项目，完成年度
投资超150%。

同时，省发展改革委加快推进重
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超前谋划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布局。机场方
面，去年12月 2日美兰机场二期正式
投运， 下转A02版▶

去年以来，我省全力做好促有效投资工作，不断推动国家政策落地见效

“项目为王”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近年来，海口海关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实际，主动为企业提供服务与指导，鼓励重
点外贸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推动海南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图为近日海关工作人员
（右）发放海南首份RCEP原产地证书。 文/本报记者 周晓梦 图/新华社记者 郭程

服务企业促发展

全省经济快速增长

全省生产总值

6475.2亿元

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
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
均位居全国前列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全省三次产业
结构调整为

19.4∶19.1∶61.5
11个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

实现营业收入翻番

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较好

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57.7%
自由贸易（FT）账户

收支增长7.3倍

新型离岸国际贸易

收支增长4倍

较低通胀

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0.3%
位列全国涨幅倒数第三
全年总体运行较为平稳

制图/张昕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陈雪怡）
2021年海南经济“成绩单”出炉——海南
日报记者从1月19日举行的2021年全
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
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去年全省
生产总值6475.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11.2%，两年平均增长7.3%，全
省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发展韧性和活力
不断加强，自贸港建设红利初步释放。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省经济运行呈
现“稳中加快、快中提质”的特征，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十四五’良好开局
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全省经济快速增长，
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省统计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海南的地区

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均位居全国前列，主要指标
增速均快于上一年，跑出了“加速度”。

与此同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投
资结构调整态势趋好，全省三次产业结
构调整为19.4∶19.1∶61.5，非房地产开
发投资、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制造
业投资占比分别提高2.6、5.2、2.9个百
分点。现代产业体系稳步构建，新动能
不断蓄势聚力，“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政
策效应持续释放，水上运输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77%，拉动GDP增长1.2个百分
点；11个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实现营
业收入翻番，以不到全省2%的土地面
积，实现全省近三成投资、超四成税收。

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较好，自贸港
标志性经济特征逐步显现，全省货物进
出口总额同比增长57.7%，经济外向度提
高超过7个百分点；自由贸易（FT）账户收
支增长7.3倍，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收支增长
4倍。居民企业效益改善，财政收入质量
提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22，
比全国平均水平小0.28；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0.3%，位列全国涨幅倒数第三，全年
总体运行较为平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总额同比增长55.3%，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扭亏为盈；税收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比重超过80%，占比持续提高。
空气水质量优良，生态环境保持全国一
流水平。 （相关报道见A03、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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