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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总书记考察海南的足迹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A02版）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
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有关党委
（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提高政治站
位，压实管理责任，完善工作机制，严肃纪
律要求，不折不扣抓好《规定》贯彻落实。

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经商办企业管理，是全面从严治党、从严
管理监督干部的重要举措。《规定》贯彻落
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总结实践经验，
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
业管理的适用对象和情形、工作措施、纪
律要求等作出明确规定，对于规范和制约
权力运行，从源头上防范廉政风险，促进
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规定》明确，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的适用对象，主
要是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厅
局级及相当职务层次以上领导干部；经
商办企业情形，主要是投资开办企业、担
任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等高级职务、私
募股权基金投资及从业、从事有偿社会
中介和法律服务等行为。《规定》对不同
层级、不同类别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
配偶经商办企业分别提出了禁业要求，
领导干部职务层次越高要求越严，综合
部门严于其他部门。

《规定》要求，领导干部每年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时，应当如实填报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年度集中报告后
新产生的经商办企业情况要及时报告。
对领导干部报告情况要进行随机抽查和
重点查核，发现有关经商办企业违反禁业

规定的，责令领导干部作出说明，由其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退出经商办企业，或者
由领导干部本人退出现职、接受职务调
整，并视情况给予领导干部相应处理处
分。其中，对拟提拔或进一步使用的领导
干部，结合干部选拔任用“凡提四必”进行
查核，不符合拟任岗位禁业规定的，应退
出经商办企业，不同意退出的不予任用。

《规定》要求，对领导干部不如实报
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禁业规定经商
办企业和以委托代持、隐名投资等形式
虚假退出，以及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谋取私利
等行为，依规依纪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对
管理不力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影响的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进行严肃问责。

中办印发《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甘
佳勇）近日经海关审核同意，海口海关
所属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为某公司正
式出具了《贷款抵押通知书》，该公司
成功以两艘价值8700多万元的散货
轮船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这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以来，海南自贸港企业首次以“零关
税”货物成功办理贷款抵押。

“两艘船进口的时候享受了‘零关
税’政策免征税款，极大节约了成本。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又可以用来申请
抵押贷款，解决融资问题，一举两得。”
上述企业负责人表示。

为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财
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
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口原辅料、交通工
具及游艇、自用生产设备3张“零关税”
清单政策，对符合规定的上述清单内
进口货物，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
和消费税。

按照海关对“零关税”进口交通
工具及游艇、生产设备管理规定，在
监管年限内，企业需将“零关税”交通
工具或自用生产设备向金融机构办
理贷款抵押的，应事先通过“海南零
关税进口生产设备、交通工具平台”
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并提供海关认

可的税款担保，随附“贷款抵押说
明”，经海关审核同意后，可按规定办
理贷款抵押手续。

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关正积极推进制度集成创新，
通过内外贸同船运输境内船舶可加注
保税油、经洋浦港中转离境的集装箱
货物享受启运港退税等制度创新政策
叠加，航运要素迅速聚集，航运业市场
主体更加活跃。此外根据相关要求，
引导企业用好用足“零关税”三张清单
政策，指导企业依法依规办理“零关
税”货物贷款抵押，拓宽融资渠道，以
实实在在的举措增强企业发展信心。

海南成功办理首单“零关税”货物贷款抵押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目前已立刑事案件19起，到案88
人，查扣涉案资产8.46亿元……

这组数据，来自专门侦办海南凤翔
蔬菜批发市场、海口南北水果市场违法
犯罪问题的“1·13”专案组。这一案件，
是我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后的第
一起“民生大案”。

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也是一
项民心工程。

2018年启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
来，海南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强大攻势，夺
取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胜利；2021年扫
黑除恶进入常态化以后，海南坚持决心
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严厉打
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

坚持有黑必扫、除恶务尽。一年多
来，全省共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31个，

破获刑事案件70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939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36亿
余元，为创建全国最安全地区、加快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高位推动
挂牌督办突破一批大案要案

“因为和他们有账务纠纷，我被殴打
至终身残疾。”

“因为没有把生意让给他，他对着我
儿子举刀就砍。”

涉黑涉恶案件调查取证过程中，受害
者的控诉令人惊心。把持基层政权、横行
乡里、欺行霸市、强揽工程……曾几何时，
黑恶势力为害一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平安，是民生所盼、发展之基。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扫黑除恶工作，将其
作为赢得党心民心、夯实执政基础、服务

自贸港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来抓，高位引
领、统筹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扫黑除恶进入常态化后，省委常委
会专题听取工作汇报，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多次作出指示批示并听取重大专案
侦办汇报，多名分管省领导靠前指挥，参
与研究案件线索、跟踪督办重大案件、协
调解决办案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

各市县、各成员单位压实责任、强化
措施，常态化推进本地区、本系统扫黑除
恶工作。同时充分发动群众，紧紧抓住
举报线索这个关键环节，继续广泛收集
涉黑涉恶案件和“保护伞”案件线索。

“我们着力提高线索核查质效，做到
查否有依据、查实有证据，查实了一批群
众关注度高的重大敏感线索，并通过不
断加强重点线索梳理和挂牌督办成功突
破了一批大案要案。”省扫黑办相关负责
人说。 下转A03版▶

我省巩固拓展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打击声势不减 斗争力度更强

6月17日，俯瞰海口西海岸南片区公园核心区域，公园运动中心球场已完工，水上剧场、游
客中心等项目也进入收尾阶段。该公园位于五源河体育馆西南部，是一个复合型生态地标级综
合公园，建成后将满足市民的休闲需求，提升西海岸城市形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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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灵 听声识鸟、与蝶共舞、

深山寻“虎”、行摄林深处、
巧手制标本……他们穿行
于山间、林中、溪流旁，用
热爱和专注修炼自己的独
门“武功”，默默守护海南
那一片热带雨林。

本报讯（记者邱江华）省科技厅近
日发布2022年度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
相关财政补助资金申报通知，明确高新
技术企业“精英行动”中的“领军企业”最
高可获得1000万元的补贴。企业可在
7月6日前通过海南省惠企政策兑现服
务平台在线申报。

本年度高新技术企业相关财政补助

资金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精英行动”奖
励、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增量奖励、整
体迁入高新技术企业奖励和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库入库企业研发经费增量奖励。
每家企业本年度只能申请以上一类资助
资金。

据了解，高新技术企业“精英行动”
奖励将按照实际研发投入超过销售收入

3%部分的15%，对“种子企业”“瞪羚企
业”“领军企业”分别给予最高300万元、
500万元、1000万元的补贴。

我省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均可
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增量奖励，
每年额度为企业年度研发经费增量的
30%，规模以上企业最高200万元，其他
企业最高100万元。 下转A03版▶

我省将向高新技术企业发放财政补助资金

“领军企业”最高可获1000万元补助

本报嘉积6月19日电（记者傅人
意）6月17日，在琼海市长坡镇良玖村，
一片水稻秧苗随风摇曳。这片稻田此前
种植了50亩槟榔等非粮食作物，经过当
地开展的高标农田项目区“非粮化”整
治，又重新种上水稻。

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海南耕
地减少的主因就是耕地“非粮化”“非农

化”。“部分村民认为‘什么挣钱种什
么’，出现了占用耕地种植槟榔等经济
作物现象。”17日在琼海举行的全省高
标准农田项目区“非粮化”整治现场会
上，琼海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市目前已完成60万亩耕地“非粮
化”现状调查摸底、完成耕地“非粮化”
整治469.52亩。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全省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
工作形势良好，已有11个市县出台工作
实施方案，累计实施耕地“非粮化”整治
约1.4万亩。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市县要充分利
用政策优势，及时将各项种粮补贴发放
到位， 下转A03版▶

我省多举措开展耕地“非粮化”整治，稳定粮食生产

今年已实施耕地“非粮化”整治约1.4万亩

■ 新华社记者

首都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东侧，
一座雍容大度、气势磅礴的地标建筑巍
然矗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这座中国共产党永久性、综合性的
党史展览馆，第一次全方位、全过程、全
景式、史诗般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
阔的百年历史，浓墨重彩地反映了党的
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
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成为展示中国
共产党奋斗历史的精神殿堂。

高瞻远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建设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举办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重大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历史的
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索谋划如何
更好地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
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让党的历史
成为最鲜活、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引领
全党全社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党的
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建设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
示，党史馆要筹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展，作为长期
基本陈列展览。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好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办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高度重视，亲自谋划、亲自决策、亲自部
署。2018年 4月、2020年 9月和2021
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亲自主
持会议，专门听取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工程建设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展
陈筹备工作的情况汇报。习近平总书记

对建好党史馆，重点是办好“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党史展，发挥好党史展览的
重大作用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
求。强调党史展览馆建设要同中国共
产党的精神相吻合，充分体现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和其中蕴含的伟大
奋斗精神，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
缕、顽强奋斗的伟大历程；强调展览内
容是全景式的，充分展示我们党的全部
历史，特别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宗旨和奋斗精神展示出来；强调要突出
主题主线，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
为一条红线，展示中国共产党如何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强
调要通过有代表性、说服力的展览元
素，讲清楚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
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
史必然性，讲清楚党的守正创新、与时
俱进；强调党史展讲的是革命传统，但
手法要创新，不能只是放一些展品了
事，而是发挥展示、纪念、宣传、教育、研
究等综合功能，要声光电结合，有互动
式的体验；强调要把党史展览馆建设成
为一个神圣殿堂，成为共产党员受教育
受洗礼的精神家园，成为引导人民群众
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基地，成为党史研
究和宣传的权威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指示，深
刻阐明了建设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举办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的重大意义、
基本要求、功能定位，为高质量建好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高水平办好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

光耀千秋
——全景式史诗般反映

党的百年辉煌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特别

是总书记关于组织好百年党史主题展的
重要指示为遵循，紧扣“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突出党的不懈奋斗历史主线，
展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

（一）精心筹展布展，确保党史展览
成为精品工程

2018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建设正式启动，同时党史展的筹备工
作也开始推进。

党史展陈布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
革命文物、实物的征集。2018年7月和
2019年3月，先后两次组织开展了全国
馆藏革命文物数据筛选工作。从全国
49.1万件/套革命文物数据中，最终筛选
保留了831家收藏单位的革命文物数据
共76934件/套，其中，一级文物2733件/
套、二级文物 4785 件/套、三级文物
36368件/套。文物征集工作得到各文物
实物现藏单位的大力支持，马克思《布鲁
塞尔笔记》第四笔记本、第一个中译本的
《共产党宣言》、“李大钊绞刑架”、毛泽东
同志调查研究的系列文物、毛泽东同志
在开国大典时穿的呢衣呢裤以及使用的
话筒、刚刚取回的月球土壤等一大批珍
贵的文物实物移交党史馆，为实现党史
展览展出效果和丰富党史馆馆藏奠定了
很好的基础。

党史展作为长期基本陈列的主题
展，不仅需要有丰富史料和文物，还需要
有紧贴时代、吸引参观驻足的展陈设
计。在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基础上，层层评审，从全国优秀的展陈设
计公司中确定展陈设计单位。设计单位
根据展览内容大纲脚本，研究提出党史
展陈设计方案。

赴全国有影响的革命纪念馆、展览
馆、博物馆等实地参观考察，积极借鉴近
几年全国各类大展中最新的成熟展览手
段与方法，学习吸收现有展览馆博物馆
文物实物展出的理念方式、参与互动的
科技项目等， 下转A03版▶

壮丽的史诗 精神的殿堂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纪实

儋州洋浦把握新发展定位，推动港航产业快速发展

打造国际航运枢纽 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以高水平开放塑造发展新优势时时时评评评

“芳容”初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