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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发这五年——喜迎省第八次党代会

寄语党代会

我看家乡新变化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 通讯员 杨耀科

“老韩在家吗？”4月14日下午6时
许，一声呼唤打破了昌江黎族自治县王
下乡三派村的宁静，该村党支部副书记
林小花来到村民韩永坚家门口，了解他
的生活近况。

“老韩在修路的工地上干活儿，还
没回来。”屋内有人回应。

“老韩白天基本不在家。”林小花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老韩是村里出了名的
勤快人，会割橡胶、当泥瓦匠、修下水道
……干起活儿来从不挑三拣四。

天色渐暗，老韩骑摩托车回来了。
摘下草帽，往屋前一坐，一身迷彩服显得
精神抖擞，汗湿的头发紧紧贴着额前。

“修路辛苦吗？”记者问。
“苦啊，太阳晒得人受不了，可也

没有过去的日子苦。”韩永坚回忆说
道，过去家里3个小孩读大学，老婆疾
病缠身，花了不少钱。2014年被纳入
贫困户时，家里年收入不足1万元。

“好在党和政府的政策好，2016
年老婆被确诊为肝脓肿，去县医院治
疗可以享受医保报销，省了一大笔

钱。”韩永坚补充说，妻子还收到了
2000 元临时救助费，乡政府给他安
排了保洁岗，每月有固定工资收入，
加上自己打零工，日子越过越实在。

生活，在一天天奔好——
2019年，王下乡引入社会资本，启

动“黎花里”文旅项目，重点将三派村打
造成“流动的黎族文化博物馆”，将墙绘
艺术与当地自然环境、黎乡故事相结
合，凸显人文魅力。

“以前村里都是茅草屋，现在看不
到了，都画在了墙上。”韩永坚乐呵呵地
说，这几年村里变化大，土路变水泥路，
茅草屋变平房，好多村民都住上了楼
房，位置好的还开起农家乐和民宿。

说话间，韩永坚热情地邀请记者到
新家看看。去年，他家楼房重新装修，
并添置了全新的家具家电。

崭新的小洋楼，门口挂着红绸。“日
子也会越过越红火的。”韩永坚说，如
今，三派村成了“网红村”，许多游客来
到村里体验酿山兰酒、下河摸螺抓鱼、
跳竹竿舞。每逢重要节日，他都会将自
家酿的酒拿去售卖，一天能有约300元
收入。

（本报石碌4月19日电）

昌江王下乡三派村村民韩永坚：

家乡美了 生活好了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记者傅人
意）4月19日，“奋进自贸港 建功新时
代”迎接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系列新闻
发布会——优化营商环境和招商引资
专场在海口举行，来自省直有关部门负
责人介绍并解读相关情况。海南日报
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今年3月底，全
省实有市场主体178.69万户，同比增长
40.17%，增速排名全国第一。

据介绍，我省通过搭建全省统一的
“海南自贸港请您来投诉”营商环境问
题受理平台，完善问题核查处理闭环机
制，推动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截至4月
17日，共收到营商环境问题3369件，已
办结2502件，办结率74.3%；推动解决

了50多个久拖不决的问题，出台不动
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已解
决8.2万户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尽最
大能力兑现政策承诺和政府欠款，比如
近期推动解决奖补政策兑现和欠款金
额6.18亿元，5000多家企业受益等。

同时，我省突出改革创新，提升营商
环境便利度。全省共发布制度集成创新
案例13批123项，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专班也分批总结推广了优化营商环境示
范案例，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形成了一批
亮点或标志性成果。

推动出台全国首部反消费欺诈领域
地方立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反消费欺诈
规定》、全国首部公平竞争领域立法《海

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条例》；推动在全
国率先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主体
注销条例》……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
书记张东斌介绍，我省通过加强营商环
境法治体系建设，持续降低市场准入准
营门槛，优化包容审慎精准的监管机制，
坚持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强化质量基础
设施支撑等举措，持续优化自贸港营商
环境，服务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实有市场主
体 178.69 万户，同比增长 40.17%，增
速排名全国第一。2018年 4月 13日
至今年 3 月底，全省新增市场主体
139.85万户，增长率116.17%。《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全

省新增市场主体 94.71 万户，增长率
88.83%。

狠抓招商引资，积蓄高质量发展后
劲。会上还透露，四年来，海南步入高
质量发展快车道。外资方面，2021年
全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936家，同
比增长92.6%；实际使用外资35.2亿美
元，同比增长16.2%。央企方面，截至
2021年底，央企在海南设立各类公司
（机构）已达500多户，资产总额突破
6500亿元，2021年营业收入、利润总
额、缴纳税费总额等指标增速明显。民
企方面，2021年全省新增民营企业15
万户，占新增企业总数的88%，贡献全
省六成左右税收。

迎接省第八次党代会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我省优化营商环境和招商引资情况

截至3月底海南实有市场主体增速全国第一

本报保城 4 月 19 日电
（记者王迎春）青绿起伏，云雾
影绰，驱车行驶在平坦宽阔的
山海高速（五指山至保亭至海
棠湾高速公路）上，两侧群山
美景尽收眼底。

全长56公里的山海高速
公路，是海南“县县通高速”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条快捷
旅游通道。路线起点位于五
指山市通什镇，顺接琼中至乐
东高速公路五指山连接线，终
点位于三亚市海棠区，接G98
环岛高速公路，采用双向四车
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时速
100公里。

这条风景如画的高速公
路于去年3月26日正式全线
通车，对于完善我省高速路网
结构，增强三亚对海南中南部
地区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促
进区域均衡发展和乡村振兴
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我们去三亚、海口
都不用弯弯绕绕了。”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居民黄
丽香对这一喜人的变化有着
切身感受，除了车程缩短外，
行驶的舒适感也大为提升。
山海高速的全线贯通，大幅
度改善了保亭交通出行条
件。如今，从保亭到三亚仅
需30分钟，农产品走出去更
方便了，村民们的腰包也更
鼓了。在大伙儿看来，路通
财通，山海高速同样是一条
致富“提速路”。

图瞰变迁

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山海高速：铺筑致富“提速路”

讲述人：张圣 五指山市林业局党组
书记、局长

过去5年，我们持续抓好热带雨林的保
护，实现了森林覆盖率和蓄积量的双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是国宝，是水库、粮库、钱库，更是碳库，

要充分认识其对国家的战略意义，努力结
出累累硕果。下一步，我们要在严格保护
好热带雨林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转化路径，实现绿色
发展，迎接省第八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谢凯/整理）

讲述人：丁匡一 海南师范大学教师
在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即将召开

之际，我衷心地期待，本次党代会能为
海南新时代教育开放发展擘画新蓝
图，推动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顺
利展开、蓬勃发展，以品质更高、内涵

更丰富的教育支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作为人民教师，我们将牢记立德
树人使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实
际行动迎接省第八次党代会和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陈蔚林/整理）

擦亮生态底色 实现绿色发展 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全省共发布制度集成创新案例 13批 123项

⬆俯瞰山海高速。连绵起伏的山丘，成片的绿色生态美景尽
收眼底。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要闻 2022年4月20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欧英才 美编：杨千懿 检校：王振文 邝才热A04

➡2020年11月25日，在山海高速公路藤桥互通建设工地，
工人正加紧施工。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杨涛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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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珂

日前，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副
院长陈仁伟的朋友圈更新了一条动态：

“患儿出生后16小时即完成急诊手术
矫正，通过先心病产前产后的一体化管
理模式，能有效帮助新生儿危重先心病
预后，保障母婴安全。”

这条朋友圈下，点赞无数。
短短几行字，不仅意味着一个小小

的生命得以延续，也体现了海南先心病
救治能力从5年前的“患儿跨海救命”
真正转变成为“救治不再出岛”。

患儿跨海救命
在我国，先心病是发病率较高的出

生缺陷疾病，也是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
因之一。先天性心脏病常年占据我省
出生缺陷病种的第一位。

实际上，先心病是可以依靠手术治
疗得到治愈的。“及时的手术可以让孩
子未来与正常人无异，但若得不到及时
治疗，会给患儿带来终身影响。救治一
名先心病患儿，就可挽救一个家庭。”省
卫健委妇幼处处长贾国华表示。

然而，2017年以前，海南没有小儿
心胸专科，有能力完成儿童先心病手术
的医疗机构有限，且均在成人心外科完
成手术，对于复杂性的和低体重的先心
病患儿救治能力更是捉襟见肘。

“很多孩子需要在秀英港坐上急诊
转运车，等着过海去广州做手术。这一
路上每分每秒，对患儿、家长和随车医
护而言都是煎熬，那种感受令我至今难
忘。”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科医生
王琦说，因为路途遥远，一旦患儿病情
出现变化，便会受到死亡威胁。

“医院和港口一起开辟了绿色通
道，但我们测算过，即便全程绿色通道
且没有天气原因影响过海，最快到达广
州的医院也要12个小时。”陈仁伟说，
这段海上路程，一旦孩子发生急症，将
是“致命”的。

架起希望“心桥”
2017年，海南正式展开“救心”行动。
2017年7月开始，省妇女儿童医

学中心开始将先心病手术相关科室人
员送往上海接受培训；联合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共同启动“海星计划”先天性心
脏病患儿救助公益项目……

2017年参与了第一批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先心病手术的陈仁伟，肩负着

“打造海南本地先心病治疗团队”的使
命，也于2018年正式从湖南离职到省
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任职，同年5月成立
小儿心胸外科，填补了我省小儿心胸外

科的空白。
包括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三

亚市妇女儿童医院在内的我省多家医
院，依托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等省外优质医疗机构，持续引入优秀
专家团队，同时着力培养组建本地医疗
团队，逐步提升了我省新生儿先心病筛
查和诊治水平。

多年来，海南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救心”团
队完成了400余台手术，涵盖小儿心
胸外科常见及疑难病例的微创、根治、
姑息性等手术，并开展了7项新技术、
新项目，能基本满足海南先心病患儿
的治疗需求。

而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则主要承
担起海南南部多个市县先心病患儿的
筛查、诊断和治疗工作。“依托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的帮扶，我们已经建立起先心
病从筛查到诊断，再到治疗和随访的完
整体系，并实现了先心病救治手术常态
化开展。”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院长陆
兆辉说。

2018年国家试点筛查先心病，为
了摸清先心病患儿的底数，海南成为全
国第一个全覆盖筛查的省份。

贾国华介绍，2019年起海南省新
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在全省助
产机构范围内正式实施，通过早期对出
生的新生儿进行心脏杂音听诊以及经
皮脉搏血氧饱和度测定，对筛查阳性患
儿进行超声诊断，达到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的目的，所需项目经费纳入卫生
健康发展专项，筛查诊断全免费。

为巩固筛查成果，提高项目质量，
做好手术干预，2021年我省将新生儿
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与诊治项目列入省
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事项，在原有项
目基础上，对在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
心、三亚市妇幼保健院接受手术治疗的
先心病患儿（我省常住0-36月龄），其
治疗费用在医保之外给予补助，建立我
省新生儿先心病从筛查、诊断到治疗一
体化服务体系。

2021年全省共为9.69万名新生儿
提供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服务，筛查率为
99.44%，筛查阳性患儿心超检查率为
97.65%，为136例患儿进行手术治疗
并提供补助。

妇幼卫生监测显示，2021年我省
新生儿先心病死亡率为12.40/10万，较
2020 年（22.16/10 万）下降 44.04%，
婴儿先心病死亡率为30.99/10万，较
2020年（47.09/10 万）下降34.19%，新
生儿先心病的筛查与诊治取得较好成
效。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

5年来，我省建立新生儿先心病一体化服务体系，
提升救治能力

先心病患儿“救治不再出岛”

2018年4月13日至今年3月底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 139.85万户,增长率 116.17%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94.71万户，增长率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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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3月底

全省实有市场主体 178.69万户

同比增长40.17%
增速排名全国第一

2021年全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936家
同比增长92.6%

实际使用外资35.2亿美元

同比增长 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