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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王
培琳）2022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将于9
月 15日至 18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展出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
参展品牌近百个。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6月23日从海报集团金秋车展组
委会获悉的。

自2007年首次举办以来，海报
集团金秋车展已成功举办15届，作
为海口及周边居民买车的首选平台，
金秋车展的成绩年年喜人。截至目
前，累计观展人次达282万，汽车销
量5.22万余台，成交金额71.3亿元，
助推海南汽车市场的飞速发展，为海

南汽车文化的建立和推广贡献了重
要力量。

本届车展亮点纷呈，展览面积
达 5 万平方米，共有近 100 个汽车
品牌参展，涵盖中高端车型、新能
源车型、新款车型等，其中新能源
汽车比重将超过 40%。除了经典
的热门车型之外，还有众多未上市
车型将在车展现场亮相。展会现
场设置豪车展区、机车展区、新能

源汽车展区、房车区、功能车展区、
汽车金融及汽车后市场展区等多
个主题区域，能满足不同人群的购
车需求。

车展期间，主办方还将策划一系
列特色活动，例如新能源汽车前沿专
业技术研修及研学活动、试乘试驾活
动、节目表演、互动抽奖等。

金秋车展作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的精品项目，在宣传力度上享有天然

的优势。本届车展将由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全
媒体传播矩阵，网红直播互动、新闻媒
体报道、市县融媒体推广等宣传手段
轮番上阵，将为车展带来更广泛的影
响力和关注度。

本届车展由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特别支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集团）联合主办，海南
日报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马
珂 通讯员洪蕾）“问题解决了吗？问
题没解决就急着申请销号，到底是站
在老百姓看病就医的角度推动堵点解
决，还是仅仅为了完成任务而应付了
事？”6月22日上午，在省卫生健康委
召开的“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展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工作推
进会上，有关单位汇报堵点解决进展，

对于执行不力的单位，省卫生健康委
党委书记、主任周长强进行“灵魂发
问”，现场气氛热烈。

当天会议聚集了省内卫生健康体
系各级领导干部。会议聚焦卫生健康
领域难点、堵点、痛点，以“病例讨论
会”的形式，直击“病情”，深刻剖析存
在不足，分析病理，开对“良方”。

“老年医护服务试点急需推动政

策落实”“全省缺乏精神疾病患者社区
康复机构，服务管理工作滞后”……目
前，省卫生健康委报到省活动办的堵
点问题共有43个，需要与其他单位、
厅局协调的问题有16个。

“要建立协同联动机制，深化拓展
活动推进办法和渠道，堵点单位（处
室）不能将责任推给配合处室或上级
部门，配合处室或上级部门也不能不
闻不问，任由堵点单位（处室）单打独
斗，导致问题拖滞恶性循环。”省卫生
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坚持“全委

上下一盘棋”，使各方力量之和大于整
体，形成“1+1>2”的协同效应。

该负责人补充说道，特别是涉及
到和其他厅局联合破题的堵点，责任
处室要联合直属单位积极给予协调，
高效率解围，加强系统内、跨部门之间
的工作衔接协调，建立高效、顺畅的协
同合力机制，形成内生驱动、内外协同
的良好局面。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全省卫
健系统以此次推进会精神为契机，深入
查摆作风深层次问题，坚持“作风整顿一

直在路上”，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要多站在市场主体的角度采取更加科学
的防控措施，杜绝“只打伞不干活”。

会议要求，卫生健康系统作为民
生单位，具有提高医疗质量和水平、优
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职责，直属单位要
通过解决堵点问题提升服务能力；机
关处室要深入研究如何服务市场主
体、如何服务管理对象和服务对象，简
政放权优化服务流程，在“放管服”“行
政审批”上发力，真正解决“不见面审
批”“最多跑一次”的问题。

聚焦能力提升建设年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见行动

省卫健委聚焦卫生健康领域难点堵点，推动“查破促”活动深入开展

找准“病灶”开对“良方”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9月启幕
参展品牌近百个，新能源汽车比重逾四成

助企纾困 推动发展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6月23日从海口
市发改委获悉，海口积极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稳住经济大盘决策部署，
建立78条助企纾困措施落地机制，
全面助力中小企业摆脱困境、恢复发
展。今年以来，该市已累计减税降费
40.35亿元，同比增长180.6%。

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出台了
《海南省进一步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
行业恢复发展的实施办法》等一系列
文件，共涉及78条助企纾困措施。

“为落实助企纾困措施，海口第
一时间建立市级联动机制，组成政策
解读团队，实时对接企业政策享受情
况。”海口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78条助企纾困措施在海口的
落地机制均已建立。其中，税收减
免、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减免，承租
国有房屋租金减免等51条措施成效
显著。

截至目前，海口市已减免企业工
伤保险费0.2亿元，减免企业失业保
险费1.85亿元；享受国有企业房屋租

金减免企业达920户，预计减免租金
3307.823万元。

同时，海口积极降低企业办理行
政事项的成本。推广区块链电子保
函系统，已助力企业释放资金2.3亿
元；推行招投标无纸化，节省标书费
用1279万元；推动各项审批事项提
速增效，退税业务自动审核、开办企

业、出口边境审核以及江东新区推行
的极简审批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等
事项均达到全国前列水准。

此外，为撬动激活市场、增强企
业活力，海南省和海口市相关职能部
门各出资2000万推出消费券，引导
激活海口汽车、零售、住宿、餐饮、免
税等消费。

建立助企纾困措施落地机制，助力中小企业恢复发展

海口今年已累计减税降费逾40亿元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见习记者 刘晓惠

“您申请的企业名称‘国家珠宝
玉石首饰检验集团（海南）有限公
司’，已通过名称核准。”6月23日中
午，汤大泽收到一条短信，这让他感
到惊喜，“不到1个工作日，公司名
称核准的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这
么快。”

汤大泽是海口安基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的招商经理，其所在的公司在
海口综合保税区内投资建设了钻石
珠宝产业园。最近，他正为国家珠宝
玉石首饰检验集团有限公司落户产

业园的事忙碌。
前两天，在帮助企业落户的过程

中，汤大泽遇到了一些麻烦。该企业
注册名称为“国家珠宝玉石首饰检验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而根据相关
规定，企业名称不得随意冠以“中国”

“国家”等字样。这让他心里犯难了：
“这确实是国有公司，不能冠以‘国
家’该如何是好？”

就在汤大泽犯愁之际，他转念一
想，“可以找陈科长试试。”

汤大泽念叨的“陈科长”，是海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保税区分局
市场监管科副科长陈焕椿。今年以
来，该分局以开展“能力提升建设年”

为契机，率先创新开展商事登记“金
牌服务”机制，陈焕椿等在岗人员纷
纷成为企业专属“服务员”，以让企业

“省心、省事、省时”为宗旨，全天候在
线，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难必帮，
为许多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于是，汤大泽立马拨通陈焕椿的
电话，详细说明了事情经过。“没问
题，你把相关材料发给我，我马上走
程序向上级反馈。”电话那头的陈焕
椿爽快允诺，汤大泽仿佛吃了一颗

“定心丸”。
在陈焕椿的指导下，汤大泽提交

相关材料，证明该公司确实是国有企
业。不到24小时，他就收到了企业

通过名称核准的短信，他不禁感慨
道：“不愧是‘金牌服务’。”

企业注册、经营范围变更、法人
变更、企业备案……每天，陈焕椿
都会接到很多像汤大泽这样的企
业人员的求助。一组数据见证着
他的忙碌——6月13日至17日，海
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保税区
分局办事大厅的“服务员”队伍共
办结商事主体设立、变更、注销以
及其他线下业务368笔，解决企业
业务咨询和诉求485件，现场协助、
指导、帮办企业450次，出具营业执
照等资料600份……

多年的工作经验，让陈焕椿对企

业落户要走的每一项程序、所需的每
一件材料，以及容易遇到的每一个难
题都了然于心。但即便如此，面对每
个企业的需求，他仍不敢有半点马
虎，“我们落实一件小事，对企业来说
就是解决了一件大事，必须谨慎对
待，拿出服侍父母的态度来服务企
业。”陈焕椿说。

据了解，自“金牌服务”机制启动
以来，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招商办
等园区各部门也陆续出动了一批企
业“服务员”，精准对接、提早对接、主
动对接，把千头万绪的困局变成发展
新机遇。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海口综合保税区推出“金牌服务”机制助力企业纾困发展

当好“服务员”帮解企业难

海口江东新区
招商推介会走进深圳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曹柳）日前，海
口江东新区招商推介会走进深圳，由海南省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发展中心、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等组成的“海南自贸港金融
政策宣传员”活动组宣传推介自贸港政策，助力海
南自由贸易港金融创新发展、吸引更多企业落地。

此次推介会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深圳市和
海南省金融领域专业人士，围绕海南自贸港发展情
况、产业政策及如何抢抓自贸港发展机遇、积极探
索新路径、有效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
区联动发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沟通与合作洽谈。

会上，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产业招商部相关
负责人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向企业家们进行了
推介，从江东新区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配套优
势等方面介绍了江东新区基本情况及产业招引方
向。金融一直是江东新区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
目前，江东新区正在打造跨境金融、产业金融和外
向金融的“新金融”聚集区，招引保险机构、供应链
金融、基金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在江东新区总部
经济区的集聚，助力建设现代服务业示范区。

我省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

不得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
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梁振君）海南日
报记者6月23日从省财政厅了解到，我省将加强
政府采购需求管理，明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主体
责任，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实现政府采购项目绩效
目标，促进政府采购公平公正。

政府采购需求管理，是指采购人组织确定采
购需求和编制采购实施计划，并实施相关风险控
制管理的活动。采购人对采购需求管理各项工作
负有主体责任，应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做好采购需求确定和采购
实施计划编制，确保其符合法律法规、政府采购政
策和国家有关规定，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根据省财政厅披露的信息，采购人应当按照
《办法》规定将为实现项目目标的所有技术、商务要
求列入采购需求范围，确保采购需求清楚明了、表述
规范、含义准确，合理安排采购时间、明确分包要求、
选择采购方式和评审方法、拟定合同条款、确定验收
方案。同时，应当贯彻落实《海南省政府采购负面清
单》，不得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
视待遇，不得设置或变相设置障碍妨碍供应商进入
政府采购市场，确保采购活动公平公开。

采购人在采购需求管理中，应当执行政府采
购政策，实现政府采购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包括落实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政策，支持节能环
保（绿色）产品；落实预留采购份额和价格评审优
惠政策，促进和扶持中小企业等；贯彻落实国家支
持重大技术装备和创新产品首购、订购政策等。

2022年海南锦绣世界
文化周6月28日开幕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李艺娜）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旅文厅获悉，以“传承
创新 共创锦绣世界”为主题的2022年（第二届）
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以下简称文化周），将于6
月28日在海口世纪公园开幕。

文化周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指
导，省旅文厅和海口市政府共同主办。开幕式和
闭幕式将分别于6月28日、7月1日晚，在海口云
洞图书馆和会展工场举办。开幕式上将推出精彩
的“衣被天下”服饰大秀表演，通过“洪荒初开、吉
贝花开、锦绣未央”等三个篇章，分别呈现云锦、宋
锦、黎锦等国家级非遗锦绣。

闭幕式将通过展示2022（第二届）海南黎苗
纹样应用创意设计活动服装优秀作品，推出系列
作品和设计师，为海南黎锦苗绣进景点、进社区、
进商场、进基层打下基础，为全省黎锦传承人、黎
锦工坊等提供设计对接服务。

文化周期间还将推出锦绣世界——2022年
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织绣印染技艺精品展，汇聚
全国非遗精品项目，通过锦绣情缘、锦绣海南、锦
绣生活、锦绣时尚等四个主题展区，结合静态展
览、动态展示、活态展演、现场展销等四种形式，为
观众呈现一场高水准专业展。观展时间为上午
10时至晚上9时，以更好地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
化生活，助力海南夜经济发展。

五指山成立市级乡村振兴督查组

聚焦问题整改
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五指山6月23日电（记者谢凯）为推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
接，五指山市成立2个市级乡村振兴督查组，就全
市乡村振兴工作开展督查，这是海南日报记者6
月23日从五指山市委办获悉的。

据了解，近年来，五指山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卓有成效，但还存在较多问
题。其中，督查和暗访产生的问题较多，防止返贫
致贫和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仍需加大工作力度。

此次五指山市成立的两个市级乡村振兴督查
组将进驻到乡镇开展工作，以考核为导向，聚焦责
任、政策等工作落实和巩固脱贫成果及成效等方
面开展督查，同时，还将着力解决乡镇干部在接续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当中的困难问题，促进乡村振
兴工作提质增效、进位争先。

海口复兴城
国际数字港项目
计划年底前开园

6月17日，航拍全部封顶
的海口复兴城国际数字港一期
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启动装
修工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正
式开园。

该项目位于海口西海岸南
片区，定位于打造自贸港制度
集成创新先行区、数字经济总
部集聚区和国际数据服务示范
区。其规划面积256.8亩，计
划总投资100亿元，共分为7
个地块开发。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