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税务局 人行海口中心支行探索建立税库联动退税新机制

海口市运用“区块链+电子保函”拓宽投标担保渠道

海口新海港打破政企壁垒 打造货车过海“新体验”

海口“海知贷”创新知识产权融资新模式

省工改办提升审批智能化水平 助推工程建设项目“跑”出加速度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水电气“报装联动”改革

洋浦保税港区当好服务企业“店小二”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推进政务服务“一站办好”改革

海口市龙华区政务服务“零跑动”改革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创新领用发票新模式 破解不动产登记难题

第一批 个优化营商环境示范案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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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全国政协
十三届五次会议将于3月4日下午3时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开幕会上，与会全国政协委员将审
议通过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议程，听取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

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对开幕会汪

洋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进行现
场直播；新华网将对开幕会作现场图文
直播。

4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将举行预备会议，选举大会主席团和
秘书长，表决大会议程草案。预备会议

后，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12
时，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举行新
闻发布会，由大会发言人就大会议程和
人大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为有效防控疫情，共同维护公共卫生与
健康，新闻发布会将采用网络视频形式
进行。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进行现场
直播，中国网进行现场图文直播。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今天下午3时开幕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3月4日晚在国家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北京冬残奥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新华网进行图文直播。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今晚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北京冬残奥会开幕

本报北京3月3日电（特派记者况
昌勋 刘操）3月3日，出席十三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的海南代表团代表搭乘班机
顺利抵达北京。

当天赴京的海南团代表有：沈晓明、
冯飞、苻彩香、徐启方、冯忠华、许俊、吴
月、邓泽永、符宣朝、邓小刚、王长仁、陈
飘、刘平、杨莹、廖虹宇、符小琴、王书茂。

肖捷、张业遂、罗保铭、刘赐贵、吕彩
霞、吕薇等代表已在北京。

一同前往北京的还有住琼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代表团代表杨征和台湾代表团
代表符之冠，以及列席人员陈国猛、陈凤
超、张毅。

今年是本届代表履职的最后一年，
共赴这场盛会，大家充满热情和信心，表
示将一如既往认真履职尽责，把调研的
所看所思、人民的所盼所愿带到大会上，
围绕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经济高
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方面积极建言
献策，充分展现海南代表团的良好风貌。

另据悉，今年海南共有19名住琼全
国政协委员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
议。3月3日抵达北京的住琼全国政协
委员有陈马林、蒙晓灵、史贻云、侯茂丰、
过建春、谢京、景柱、冯川建、施宗伟、羊
风极、潘惠丽、印顺。此前，住琼全国政
协委员毛万春、于迅、康耀红、王路、连介
德、林安、朱鼎健已于2月28日抵京。

出席全国两会的我省代表委员抵京

本报北京 3 月 3 日电（特派记者
况昌勋）3月 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海南代表团在住地举行全体
会议。

沈晓明、冯飞、罗保铭、刘赐贵、吕彩

霞、苻彩香、徐启方、冯忠华、许俊、吕薇、
吴月、邓泽永、符宣朝、邓小刚、王长仁、
陈飘、刘平、杨莹、廖虹宇、符小琴、王书
茂等代表出席会议。陈国猛、陈凤超、张
毅列席会议。

会议推选沈晓明为海南代表团团
长，冯飞、苻彩香为副团长。

会议审议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大会议程
草案。

海南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推选沈晓明为团长 冯飞苻彩香为副团长

3月3日上午，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部分住琼全国
政协委员从海口启程赴京。 本报特派记者 宋国强 摄

3月3日上午，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海南代表团
代表抵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本报特派记者 宋国强 摄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刘操

3月3日上午，迎着初升的朝阳，带
着凝聚民意、饱含思考的建议和提案，住
琼全国人大代表和住琼全国政协委员登
上飞往北京的航班，肩负重托，共赴盛
会，向全国人民递交海南过去一年的答
卷。

当航班穿过云霄进入万米高空后，
代表委员们就开始了热烈的讨论，畅谈
发展成就、展望美好愿景。

2021年是海南以自由贸易港建设
引领高质量发展成势见效之年。“自贸港
建设”“高质量发展”这些关键词，在代表
委员们的交流中频繁出现。

“作为在海南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
我将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出海南声
音。”全国政协委员、海口海关关长施宗
伟表示，参与自贸港建设是政协委员的
使命和光荣，自己将结合工作实际，为助
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施宗伟说，今年两会上，他将聚焦新
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教
融合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积极建

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海航创新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廖虹宇，随身带着
为今年两会准备的各种建议材料。这位
曾在历次全国两会上提出不少“金点子”
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年将关注点放在了
营商环境的优化上。“在本届全国人大代
表履职的收官之年，我会更加积极主动
地履职尽责，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应
有贡献。”廖虹宇说，创一流营商环境，是
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目
标要求和关键。因此，为促进海南加快
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他准备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关于进一
步发挥工商联、行业协会等组织作用，助
力营商环境改善的建议。

“来北京参加全国两会，我就想把乡
亲们的心愿和心声带到会上去，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全国政协委
员，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政府三级主
任科员，田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羊风极激动地说。过去一年，田表村新
修了美丽乡村入户路，扩大了兰花种植
示范基地规模，村民人均年收入提高到

约1.7万元。
“作为一名来自乡镇基层岗位的委

员，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壮大乡村产业、
助推美丽乡村建设，帮助农户补短板、
强特色，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村里的
环境好起来。”两会前夕，羊风极经常到
村民家中走访，倾听民声民意，搜集相
关材料，补充完善提案，“希望能客观全面
地将农村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反映
出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对此，深有同感的还有全国人大代
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政府干部陈
飘。今年两会，陈飘依旧将建议的重点
放在乡村振兴上。

这位“85后”基层干部，工作10多
年来一直扎根海南农村。自2018年当
选全国人大代表至今，陈飘共向全国两
会提交了涉及“三农”、自贸港建设的建
议20余份，均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复。

陈飘计划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乡
村振兴提出多个建议，其中就包括在海
南全省范围内进行农业数据统一管理，
建立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农业大数据

‘活’起来， 下转A05版▶

不负重托赴盛会 凝心聚力谋发展
——住琼全国人大代表和住琼全国政协委员赴京参会特写

■ 本报记者 昂颖

青绿长裙、高髻绛唇，舞者以曼妙舞
姿勾勒出如诗如画的山河，每一帧都堪
比一幅古画。3月3日晚，海南岛春季国
际艺术展舞台艺术精品2022年展演剧
目——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海南省歌
舞剧院精彩亮相，用舞蹈之美引领观众
步入充满现代意蕴的中华美学殿堂，感

受“青绿腰”的婀娜多姿。

一招一式，亦是壮丽风景

《只此青绿》以馆藏于故宫博物院的
北宋青绿山水画作《千里江山图》为背
景，采用时空交错式的叙事结构，跨界融
合舞蹈和绘画等多种艺术门类，通过“展
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

等篇章，从今人视角探寻这幅递藏千年
经典之作的人文价值。该剧由故宫博物
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人民网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中国舞坛“双子
星”周莉亚、韩真携手国内一线主创阵容
联袂打造。因其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
力，《只此青绿》受到众多观众的追捧。

下转A05版▶
（相关报道见A05版）

青绿千载 山河无垠

《只此青绿》海口震撼上演受热捧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近日，省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发布第一批优化营商
环境示范案例，期望充分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推动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更好
更快发展，形成全省比学赶超抓改革促
发展的良好氛围。

第一批优化营商环境示范案例共有
10个，出自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洋浦保
税港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海口市、
海口龙华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省税

务局和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海口新
海港、省工改办等单位，涉及政务服务改
革、水电气报装、服务企业机制、工程建
设、知识产权等领域。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要求，各
市县、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学习借鉴

“示范案例”中的好做法、好经验，以更大
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各项改
革，着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

流营商环境。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还明确，优

化营商环境示范案例的推广工作由省级
有关业务主管单位牵头负责，要求相关
责任单位研究制定推广工作方案，明确
推广的范围、内容、方法、路径、要求等，
积极推动示范案例中形成的经验进一步
推广实施、落地见效。省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专班办公室负责做好统筹指导、督
查督办等工作。

我省发布第一批优化营商环境示范案例
3月3日晚，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二轮全国巡演在海口拉开帷幕。图为演出结束后，演职人员激情谢幕。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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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时间年轮刻录历史荣光，时代方位
标注崭新未来——

过去一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
诞，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2022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
征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
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在新的关键节点举行的全国两会，
立足百年党史新起点、着眼新时代十年
新跨越、展望开创未来新局面，任务重
大，意义非凡。

承载职责使命，带着人民心声，满怀
信心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代表
委员会聚北京。全国两会奏响民主、团
结、求实、奋进的主旋律，凝聚万众一心
的伟力，激发踔厉奋发的干劲。

续写伟大荣光
奋斗开创未来

嘉兴南湖，春意渐浓。南岸的南湖革
命纪念馆，静静诉说着中国共产党梦想起
航的征程；东岸的南湖天地商业区，在繁
华喧闹中展现着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

“小小红船连接起历史与现在，表明
我们不断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获得前
进的力量。面向未来接续奋斗，这种力
量经久不衰。”全国人大代表、南湖革命
纪念馆讲解员袁晶说。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如何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加坚
实基础？新的赶考之路上，如何更为积
极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去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
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
义。”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表示，
我们要把“两个确立”的政治共识转化为

“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聚精会神开好
全国两会，抓好2022年的工作。

今年全国两会，肩负新的历史使命
——

“村里没砍一棵树，去年靠卖碳票收
入了14万多元。”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将
乐县高唐镇常口联村党委书记张林顺说，
碳票把林木生长增量换算成碳减排量，让
村里的绿水青山为百姓带来真金白银，20
多年前选择的生态优先这条路走对了。

去年7月1日，受邀参加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现场聆听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张林顺进一步
领会到历史的深刻启示，坚定了带领村
民奔向美好生活的信心。

对百年奋斗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
写新的奋斗历史。

“今年，村里前几年栽下的千亩脐
橙将结果，‘两山’学堂项目将投入使
用，三产联动会让大家有更多收入。”张
林顺说。

今年全国两会，瞄准新的目标任
务—— 下转A02版▶

万众一心向未来
——写在2022年全国两会开幕之际

A03总书记的话，我们牢记在心

关注2022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