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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8月 3日讯（记者陈蔚
林）8月3日，全省政法系统领导干部
加强政治建设专题培训班在海口开
班。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徐启方
出席开班仪式并作首场授课。

本次培训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领悟习近平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
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
讲话精神，

下转A02版▶

全省政法系统领导干部
加强政治建设专题培训班开班

徐启方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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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万城8月3日电（记者刘操）
8月2日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
研组到万宁市，围绕贯彻落实中央政
协工作会议精神“回头看”工作、委员
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工作、解决市县政
协“两个薄弱”问题等主题开展调研。

毛万春一行先后来到万宁乌场港
项目建设现场、日月湾冲浪基地、兴隆

咖啡·正大产业园、礼纪镇基层协商民
主议事室、大唐万宁天然气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等地，详细了解政协委员联
系服务企业和界别群众、通过基层协
商民主平台助推特色产业发展、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等情况。每到一
处，毛万春都与政协委员亲切交谈、深
入交流， 下转A02版▶

毛万春率队到万宁调研时指出

全面提升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能力

本报海口8月 3日讯（记者李磊）
8月3日，省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冯飞在海口主
持召开全省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调度
部署全省疫情防控下一步工作。

会议听取了全省疫情研判情况和沿
海市县渔船排查落实情况的汇报，三亚、
儋州等市县就本地疫情防控工作分别进
行汇报。

冯飞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对此轮疫情的严峻性和复杂性认识到

位，让各项工作全面进入战时状态，通过
先管后筛的方式，以快制快，科学精准开
展各项防控工作。要把防外溢作为重要
工作，主动作为，快速应对，强化重点人
员排查流调，及时精准推送风险人员数
据并做到协查管控到位。要紧盯“渔船、
渔港、鱼市、渔民、鱼贩”等重点区域、重
点人群，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加强基层管
理，堵住防控漏洞。要高效精准开展流
调工作，进一步加强流调队伍建设，提升
流调能力。三亚要进一步加强管控措

施，核酸筛查做到应检尽检、日检日清，
严防疫情外溢，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做
好游客安置安抚工作。儋州、临高、陵水
等市县要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的
核酸筛查。各地要严格按照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要求，强化疫情监测和报告，切
实动起来、实起来、快起来，做到每日如
实、主动、及时汇报。要加强全省统筹调
度，及时准确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

省领导周红波、王路，省政府秘书长
符宣朝分别以视频、现场方式参会。

冯飞在全省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上指出

强化重点区域重点人员排查管控
科学精准开展各项防控工作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打开“海南e登记平台”或“椰城市
民云”“海易办”等平台，申请人按照页
面提示填写开办企业所需信息，最快
隔天便能收到免费邮寄到家的营业执
照、印章、税务发票等。

这意味着，只需1个工作日，足不
出户就可以在海南开办一家企业。

如此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与海
南自贸港利好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吸
引各类市场主体踊跃来琼投资兴业。
来自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海南新增市场主体46.31
万户，同比增长144.89%，增速已连续
28个月保持全国第一。

市场主体增量提质
聚焦四大主导产业发展

不到10年时间，郭浩然从42万分

之一变成了198万分之一。
2012年10月，他在海口创办了一

家文化传播公司。这一年底，海南注
册登记的各类市场主体约42万户；而
到了今年6月底，海南注册登记的各类
市场主体已增至198万户。

不断变大的分母，折射出海南市
场经济的活力。尤其是面对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
遇，各类市场主体更是踊跃响应。

今年1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山西牧标牛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海南成立牧标牛业（三亚）有限公
司；中国大唐集团继在琼成立总部企
业后，又于今年3月注册成立大唐海口
综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海南智
慧能源领域……

仅今年上半年，海南就新增市场
主体46.31万户，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源
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增量够大，
这些“新鲜血液”的自贸港“显示度”也

足够抢眼——
今年上半年，海南新增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市场主体
44.35万户，同比增长157.17%，占新
增市场主体的95.7%。这意味着，海南
四大主导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市场主
体积极参与。

从所属行业来看，今年上半年
海南新增市场主体数量排名第一的
行业为市场批发零售业，增长32.15
万户。

“当前，消费已成我国经济增长的
首要动力，而促消费、扩内需又是‘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极为重要的一
环，这需要有足够的市场主体作为支
撑。”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市场批发零售业市场主体数量
不断增长，反映出消费市场的供给日
趋丰富，这将有助于促进消费市场的
进一步提振。 下转A02版▶

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与自贸港利好政策叠加，
吸引各类市场主体踊跃来琼投资兴业

营商环境优起来 市场主体壮起来

本报海口8月3日讯（记者罗霞）
经过近半年的开发建设，8月3日，优
化升级后的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
上线，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便捷、
高效的服务。

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是全国
首家投资全流程“套餐式”服务平台，
于2020年8月正式上线。在此次优化
升级工作中，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
口”重点围绕投资咨询、企业开办、项
目建设、配套服务四个方面进行了优
化升级，增设线下窗口“就近服务”和
跨场景式智能引导等功能，进一步完
善投资服务体系，优化投资主题式服

务，提高用户获得感，更加方便投资者
快速定位投资服务事项。

升级后的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
口”主要有三大亮点：一是提升办事体
验；二是智能引导，畅通办事流程；三
是线下窗口“就近服务”。“单一窗口”
持续创新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推进

职能下沉、服务延伸。目前，已在全省
各市县、重点园区政务服务中心增设
了24个线下服务窗口，由招商部门安
排专人驻点及时响应企业线下咨询和
服务诉求。截至8月2日，已有7358
家外资企业通过“单一窗口”系统线上
办理了15969件投资相关业务。

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升级上线
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便捷、高效的服务

本报海口 8 月 3 日讯（记者傅人
意 实习生林慧冬）物流是市场经济的
经脉。2022年上半年，我省社会物流
总额、物流业收入稳定增长，社会物流
成本进一步下降。上半年，全省社会
物 流 总 额 4980.8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2%，其中农产品物流需求稳定增长，
增幅达22.26%，进口货物物流需求保
持高速增长，增幅达47.12%。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8月 3日从省发展改革委
获悉的。

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
594.03亿元、同比下降13.04%，全省社
会 物 流 总 费 用 与 GDP 的 比 率 为
18.89%、同比下降4.78个百分点，物流
成本进一步下降。

上半年，全省现代物流业总收入
617.28亿元，同比增长16.03%。其中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务收入346.67亿
元、同比增长5.36%，占物流业总收入的
56.16%，占比减少5.69个百分点；批发
零售业内部物流收入132.31亿元、同比
增 长 39.42% ，占 物 流 业 总 收 入 的
36.75%，占比升高6.17个百分点；工业
内部物流收入 43.78 亿元、同比增长
8.71%，占物流业总收入的7.09%，占比
减少0.48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额超4980亿元

海南社会物流总额及物流业收入稳定增长
上半年

全省社会物流总额4980.86亿元，同比增长6.2%
农产品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增幅达22.26%
进口货物物流需求保持高速增长，增幅达47.12%

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594.03亿元、同比下降 13.04%
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 18.89%
同比下降4.78个百分点

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

本报海口8月3日讯（记者刘操）
8月 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委
组织部获悉，根据工作需要，海南省
委经研究决定，面向全国公开选调部

分省属企事业单位行政负责人。
据了解，选调职位为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院长1名（正厅级）、海南省旅
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1名（比

照正厅级）、海南省人民医院院长 1
名（副厅级）、海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1名（正处级）。

（公告见A02版）

我省面向全国公开选调部分省属企事业单位行政负责人

8月3日，参加2022年陵水潜水节的嘉宾在分界洲岛附近海域进行海底珊
瑚移植与观摩。2022年陵水潜水节当天在分界洲岛旅游区启动，活动以“畅潜
蔚蓝，探索起源”为主题，开展潜水摄影展、潜水行业交流会、海底珊瑚移植与观
摩、净滩换礼、海底寻宝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2022年陵水潜水节启动

畅潜蔚蓝 探索起源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省农业
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发文，启动我省各
市县申报创建2022年省级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产业园工作。今年全省拟创建
2至4家产业园，申报工作截止时间为8
月8日。每个获批的产业园可获得省级
奖补资金1000万元。

产业园是指经省农业农村厅和省财
政厅联合批准创建，依托县级区域优势

资源，以规模化生产基地为依托，突出发
展特色主导产业，按照“生产+加工+科
技+品牌”全产业链发展要求，产业化龙
头企业带动，科研单位服务支撑，全面推
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创新农民增收利益联结机制，打
造高起点、高标准的现代化农业建设样
板区和乡村产业兴旺引领区。

申报创建产业园须符合主导产业特

色优势明显、规划布局科学合理、建设水
平区域领先、绿色发展成效突出等条件。

创建规模方面，已获批创建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的市县以国家产业园主导
产业以外的产业申报省级产业园。鼓励
创建市县级产业园。鼓励各市县因地制
宜创建一批市县级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产业园，经有关部门备案，第二年优先申
报获批创建省级产业园。

今年海南拟创建2至4家省级产业园区
每个获批产业园奖补1000万元

三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城市更新扩容，迈向高质量发展

精心打造国际旅游胜地、自由贸易港科创高地
过去10年特别是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三亚着力培育高新技术

产业，壮大现代服务业，破除过分依赖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的产业结构，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城市更新扩容，迈向高质量发展。 （A08/09版）

在三亚河入海口在三亚河入海口，，一艘艘游艇出港一艘艘游艇出港。。丰富多彩的游艇出海游产品和水上项目丰富多彩的游艇出海游产品和水上项目，，当前正成为三亚新的旅游消费当前正成为三亚新的旅游消费
热点热点。。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王程龙王程龙 摄摄

其
中

南海热带低压生成

省防总部署热带低压
防范应对工作

海口今起发放新一轮
政府消费券
总计14.17万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