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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陈
蔚林）8月6日上午，省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徐启方主持召开省委政法
委机关领导班子（扩大）会议，传达
学习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专
题会议精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和第九版防控方案要求，部署政法
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保持战时
状态、决战姿态，从严从细从实落实
疫情防控举措，全力打赢疫情防控
这场大仗。

会议要求，全省政法干警要坚
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遵守疫情防控
规定、增强自我防护意识，非必要不
出入各类聚集场所、不接触外来人

员、不参加各类聚会，抓好政法机关
及各类监管场所的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万无一失。

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强化
履职尽责，认真做好疫情防控背景下
的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依法严
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坚决维护安
全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要加强联防联控，充
分运用“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
体系，发挥基层干部和网格员、联防
队员作用，共同做好收集信息、研判
形势、解决诉求、化解风险等工作。
要统筹疫情防控和业务工作“两不
误”，推行政法业务“网上办”“掌上
办”，确保服务“在线”，工作不断。

省委政法委召开会议
部署政法系统疫情防控工作

徐启方主持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傅人意 通
讯员唐力琼 实习生林慧冬）海南日报记
者8月7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以
来，我省坚持靶向发力，通过开展秸秆禁
烧与综合利用专项行动、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行动等举措，推动农业面源污染从“粗
放治理”向“精准治理”转变。

开展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专项行
动。截至6月底，全省各市县已完成秸秆
还田任务超160万亩。

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化学农药化肥减量
实施总体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

“十四五”末化肥农药减施15％以上的目
标。截至6月底，全省农药使用量较2020

年同期减少6.18%；化肥使用量较2020
年同期减少6.32%。

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省
农业农村厅支持儋州、澄迈、海口琼山区、
屯昌等地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
推进项目，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89.71%，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
套率100%。

开展水产养殖污染治理行动。全省
禁养区水产养殖场应退面积12万多亩，
目前已退面积 11 万多亩，完成率为
94.42%，三亚、昌江、琼海、乐东等8市县
已全部清退。省农业农村厅指导市县谋
划推进养殖尾水治理、标准化池塘改造等
项目，实现养殖尾水循环利用或达标排

放，目前正在推动落实的项目15个。
开展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回收行动。

截至2022年6月底，全省共回收废旧农膜
6000多吨；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260多
吨。积极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
在海口、三亚、澄迈等地选择辣椒、豇豆、
茄子等作物，开展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试
验示范，共建立5个示范点，示范应用全
生物降解地膜1000余亩。

与此同时，我省还将赤田水库流域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打造成为全省

“六水共治”的样板工程。指导保亭、三
亚谋划赤田水库流域植被缓冲带、生态
循环农业、化肥农药减施等7个重点项
目，截至目前，共投资6000多万元，实行

项目化、清单化管理，目前各重点项目均
已开建。

此外，省农业农村厅委托农业农村部
规划设计院编制的《海南省“十四五”重点
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即将印发实施。《规划》以种
植和养殖污染防治为重点，以化肥农药减
量增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产养殖
尾水治理、秸秆综合利用、农膜及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价支
撑体系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农业投入品
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
模式生态化。配套16项具体举措和12个
重点工程项目，细化至市县共计150多个
子项目。

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我省精准治理农业面源污染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赵雅婧）8月7日，省纪
委监委在海口召开疫情防控作风保
障专班动员部署会，强调要进一步
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
作用，主动扛起疫情防控专项监督
职责，为全力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
仗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
主任陈国猛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把做好疫情防控监督工作作为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重大实践检验。严格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和省
委工作安排，把防外溢、防扩散作为

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不折不
扣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举
措。

会议要求，要迅速采取行动，立
即组建明查暗访组，以只争朝夕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投入到疫情防控专
项监督工作中去。要严格执纪执
法，精准纠治疫情防控中的不担当、
不作为等作风问题。要紧盯疫情防
控重点区域、重点部门、重点环节，
紧盯党员干部特别是“关键少数”履
职尽责情况，及时精准发现问题推
动整改。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带头执行疫情防控工作规定，不
增加基层负担，不影响正常防疫工
作。要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
求，准确运用好“四种形态”，激励广
大党员干部投身一线、主动作为，全
力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

省纪委监委召开疫情防控作风保障专班动员部署会

为全力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
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刘
操）当前，全省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
工作要求，尽快阻断疫情扩散蔓延，
抓实抓细各项疫情防控工作，8月7
日，省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动员全省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下沉社区，
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大仗硬仗。

通知指出，当前，全省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疫
情防控的政治责任，以严密的组织体
系为依托，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工作体系，强化组织动员、强化力
量统筹、强化服务群众，坚决落实党
中央和省委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决
策部署，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以
实际行动忠诚捍卫“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要立足本职、奋力担责，切
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
众工作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
战斗力。各市县党委组织部要成立
疫情防控社区工作专班，高质量做
好牵头抓总、统筹指导，整合各类基
层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各机关、企
事业单位党组织要迅速抽调优秀年
轻干部，会同驻村第一书记和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员，深入到社区防疫
一线，充实到群众工作当中，服从当
地疫情防控指挥部门和社区党组织
调度，做好综合协调、人员摸排、健
康监测、后勤保障等相关工作，当好
战斗员、服务员，体现先进性。基层
党组织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做好
排查监测、物资供应、心理疏导等具
体工作，对群众诉求要立即响应、及

时处理、不等不靠，让群众切实感受
到党组织和党员就在身边。社区党
组织书记要守好最后一公里、最后
一百米职责，深入小区、深入楼栋、
深入群众家中，当好贴心人和主心
骨。要从实际出发设立党员先锋
岗、组建党员突击队、划定党员责任
区，广大党员要主动亮身份，在疫情
防控中当先锋、作表率，让党旗直插
疫情防控一线。

通知强调，各级组织部门要树
立鲜明的用人导向，坚持把防疫一
线作为锤炼检验党员干部的“主战
场”“试金石”，近距离观察、全方位
了解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
履职情况，作为考察评价干部的重
要依据。各级党委要在疫情防控一
线考察识别重用一批担当作为、履
职尽责、表现突出的干部，从严追责
问责作风不实、履职不力、守纪不严
的干部。指导基层党组织发现和考
验入党积极分子，对表现突出、符合
条件的，及时发展入党。要加强对
下沉社区党员干部的管理，注重关
心关爱，做好服务保障，切实解决后
顾之忧。要注重发现、及时表扬、宣
传表彰一批在疫情防控中涌现的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先进典型，着
力营造不畏艰险、敢于胜利、奋勇争
先的浓厚氛围。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坚决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
责，坚决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层
层压紧压实责任，确保细化到岗、落
实到人。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
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以身
作则、身先士卒，以细而又细、实而
又实的要求，以满腔热情和严谨细
致的态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深入社区、投身一线、冲在前面，
以战时状态、决战姿态全力打赢疫
情防控攻坚战。

省委组织部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下沉社区

投身疫情防控一线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大仗硬仗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为进一步
落实省委农办《关于压实市县落实

“禁烧禁烤”工作责任的十条措施》
和省政协《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秸秆
禁烧和综合利用 打击土法熏烤槟
榔及禁放烟花爆竹民主监督的工作
意见》的通知，巩固我省秸秆垃圾禁

烧工作成效，防止秸秆垃圾露天焚烧
出现反弹，省农业农村厅对出现秸秆
垃圾焚烧火点的市县进行通报。

根据省社管平台监测数据，7
月31日19时至8月7日19时共发
现7个火点，其中，乐东3个、万宁2
个、海口1个、保亭1个。

我省通报7个秸秆垃圾焚烧火点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中国人民银行
海口中心支行近日披露，2022年上半年，
海南全省累计新增社会融资规模543亿
元，同比增长91.8%，其中直接融资占比
超60%，较去年同期增长明显，上述增幅
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指一定时期内、
一定区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
资金总额，包括间接融资性质的人民币贷
款、外币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也包
括直接融资性质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

企业股票融资。
“今年上半年，海南新增社会融资规

模增幅高达91.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表明了金融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力度在加大，并且融资结构也进一步优
化。”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资深研究
员王方宏说。

据分析，海南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主要
有四个特点。一是新增融资规模中，直接
融资占比达到60.8%，比去年同期有大幅
度上升，也高于全国33.8%的平均水平；二

是新增企业股票融资15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 275%，占到新增社会融资规模
2.76%，高于全国2.4%的平均水平；三是从
贷款投向来看，对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持
续加大，小微企业贷款、科技企业贷款、绿
色贷款、园区贷款与去年同期相比均实现
两位数增长，分别增长 26.3%、44.5%、
19.8%、39.7%，信贷支持实体企业更加突
出重点和精准；四是从融资成本来看，上半
年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4.43%，较去
年同期下降0.38个百分点，其中中型企业

和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均较上年同期
下降0.45个百分点，高于平均降幅，中小企
业“融资贵”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缓解。

王方宏指出，下半年海南要继续保持
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尤其需要以重
点园区、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为抓手，动
员更多的社会资本和商业性融资，提高其
在新增融资中的占比，更好地利用自贸港
政策效应发挥各方力量，支持项目建设，
壮大产业规模，助企纾困解难，推动全年
经济发展任务目标的实现。

上半年海南新增社会融资规模543亿元
同比增长逾九成

从严从实从细
抓好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落实
◀上接A01版
要强化核酸检测，加强风险排查，落实会议
活动防控管理等措施，压实防疫责任，确保
不出问题。省政协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坚
守岗位、靠前指挥，充分发挥机关各级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
作用，做到“一手打伞一手干活”，确保省政
协今年各重点工作顺利推进。要充分发挥
政协委员作用，向全省政协委员发出倡议，
大力倡导政协委员立足当地实际和岗位职
责，积极支持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充分发
挥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的作用，在群众
中多做增信释疑工作。

省政协副主席肖莺子、省政协秘书长
陈超出席会议。

突出“快、准、严”
坚决遏制
疫情扩散蔓延
◀上接A01版
精准管好渔民、鱼贩、渔船、渔港、鱼市及各类
入口、公共场所等，严格执行全域静态管理，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疫情扩散
蔓延。要完善组织指挥体系，做好后勤保
障，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筑牢群防群控防线。

会后，徐启方一行到白马井镇、南丰镇
等地实地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到海花岛查
看方舱医院、气膜实验室建设进展情况，并
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上接A01版
“在过去一年中，科蒂在海南旅游

零售店的销售额实现了三位数的增
长。”科蒂集团亚太区旅游零售副总裁
陈梦说，海南背靠强劲的中国内地市
场，拥有极佳的旅游资源和政策支持，
无疑是科蒂旅游零售全球布局的关键
一站。

布局“深”——
从设立企业，到建设区域总部；

从开新店、首发新品，到生产加工、物
流配送……深耕海南、“链”式发展，
是外资布局海南消费市场的一大显
著特点。

继在海口注册成立公司、在海口综
保区建设加工厂房、在海口日月广场开
设海南首店后，今年6月，戴比尔斯永恒
印记在海南的业务有了进一步拓展：该
品牌在海口综合保税区工厂生产的首批
珠宝首饰，以加工增值内销出区享受免
征关税货物予以放行。

知名珠宝奢侈品物流企业法拉瑞物
流等今年纷纷在海南设企，保障海南高
端消费品物流畅通。

今年 4 月，泰佩思琦与海南国际
经济发展局、海口综合保税区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宣布在海南正式设立泰
佩思琦中国旅游零售总部。一个月
后，泰佩思琦（海南）集团有限公司注
册成立。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加快推进，
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和不断优化的营商
环境吸引着我们大步前行。”泰佩思琦亚
太区总裁、蔻驰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杨葆焱说，“泰佩思琦中国旅游零售总
部正式落地海南，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
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我们在中国的旅游
零售业务将迈入高速发展阶段。”

涉足“广”——
在一些企业深耕海南离岛免税等市

场的同时，更广阔的消费市场正得到积
极开拓。

近日，海南首家乐高授权专卖店
在海口万象城开业。“海南包容开放的
市场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
经济潜能，对众多品牌都具有强大的
吸引力。我们希望通过在海口开设品
牌零售店，让更多海南消费者了解并

喜爱充满创造力的乐高玩乐体验。”乐
高集团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黄
国强表示。

今年6月开业的海口万象城，其引进
的品牌中，60%为首进海南的品牌，包括
引进海南首家 lululemon、华南面积最
大全品类丝芙兰门店等。

除消费品领域外，医疗消费等领域
也是外资布局的重点。今年以来，美国
艾昆纬、美国晖致医药、新加坡莱佛士等
全球知名企业纷纷落地海南，并带动一
批行业企业投资海南，做大做强产业
链。“莱佛士将依托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先行先试的特殊政策，充分发
挥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区位优势，实现国
际及国内优势资源整合，双向引流共建
亚洲医疗窗口。”莱佛士医疗中国区总裁
谢风才表示。

从外资加速布局海南消费市场中，消
费者能获得什么？开新店、上新品、办活
动、优服务……结合海南消费市场已有的
表现来看，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更好
的体验，令人期待。

（本报海口8月7日讯）

名企抢滩 合作深化

◀上接A01版
从8月7日开始启动全省全员核酸检测
工作。加快流调溯源，及时划定和公布
中高风险区。截至8月7日10时，公布
高风险区223个、中风险区122个。

为了加快混管阳性排查速度，三亚
成立“追阳”别动队，进一步优化“追阳”
工作流程，增加采样人员，持续推进“追
阳”工作高效开展，以核酸检测和流调的

“加速度”“超速度”跑赢病毒传播的“快
速度”，快速排查锁定传染源，为疫情防
控争取更多的时间。

加快提升核酸检测和流行病学
调查能力 缩短“追阳”时间
会上表示，我省将坚持以快制快，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各项准
备，保持战时状态、决战姿态，全力打赢
疫情防控这场大仗。强化疫情应对组织
体系，切实按照职责分工，直插一线、靠
前指挥，做到统筹兼顾。严格管控人员
外流，确保不外溢一人。全面落实疫情
发生地的人员管控，按照风险等级，从严
从紧加强社区管控。强化“三公（工）”协
作，优化协调机制，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
支撑。疫情防控不是纯粹公共卫生的技
术仗，而是做群众工作，将把做好群众工
作贯穿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始终。每个市
县要完善核酸筛查方案，尤其采、送、检、
报要高效衔接，弥补能力不足短板。加
快提升核酸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能力，
快速开展全员核酸筛查。把“追阳”当成

优先级别最高的工作抓好落实，切实缩
短“追阳”时间，务必完成追阳清零，尽快
把隐匿风险捞干筛净。全力做好集中隔
离和医疗救治工作，统筹全省隔离点和
方舱医院，分级分类安置就诊。堵住境
外输入风险源头，把好入琼“关口”，做到
返港渔民“七天五检”。做好医院防护工
作，严防医护人员感染，确保群众正常看
病就医需求不受影响。坚持全省统筹，
做好人员和物资保障，宁可备而不用，不
可用而无备。

会上提出，希望各市县疫情防控指
挥部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后勤保障，尤
其是在高温多雨天气下，要为医务人员
提供休息轮换场所，提供降温饮品和措
施，完善应急防暑急救措施。

15省市支援我省核酸检测工作

乐城首个城市生活综合体
将在年内交付使用

完善乐城配套
推动产城融合

本报讯（见习记者陈子仪）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管理局获悉，招商乐城国际花园项目建
设进入冲刺收尾阶段，计划在年内完成交
付并投入使用。该项目系乐城先行区首
个城市生活综合体，建成后将完善乐城先
行区城市功能配套，更好地推动产业和城
市融合。

招商乐城国际花园项目工程师马飞跃
表示，该项目住宅区、公寓区14栋楼已整
体竣工备案，住宅区已有2栋楼开始对外
销售；商业区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除市
售的花园洋房外，该项目还提供5栋长租
公寓，主要面向乐城先行区内的入驻单位
开放。

作为乐城首个城市生活综合体，该项
目还规划3栋商业综合体，同时引入专业
商超、精品公寓式酒店等作为商业补充，方
便在乐城先行区医疗、康养、旅游、工作等
人群的生活，同时兼顾中原、博鳌两镇居
民，提供年轻化、国际化、商业化的休闲生
活新坐标。

直通联办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上接A01版

8月5日，琼海市专门召开“直通联
办”市委书记点评会，通报12345热线工
作情况，并对排名靠后的单位通报点名，
进一步压实各职能单位责任，传导工作
压力。

对于过去办事效率、服务水平不高
等问题，王成刚表示，过去办件过程中，
少数单位职能交叉，形成职能真空，工作
推诿不作为，致使问题得不到解决。对
于一些疑难复杂的问题，部分单位没有
安排专人办理，服务意识不强，个别部门
反复退单直到办件逾期。

“面对热线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各

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拿出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扎扎实实做
好热线办理工作。同时，要强化保障，齐
抓共管，密切配合，不断压实部门领导责
任，加强热线队伍建设，加大督查督办力
度和新闻媒体监督力度，推动热线工作
质量新提升。”琼海市委书记田志强在点
评会上表示。

据悉，作为今年全省第一批“直通联
办”改革试点，琼海市担负着先行先试的
责任。

为推动“直通联办”落地见效，琼海
市委组织部从群众需求出发，积极优化
12345热线平台功能设置，整合各条服

务热线推进“一线直通”，实行诉求分类
处理机制，建立健全快速派单接单机制、
协同办理机制、催办督办机制及回访管
理机制，并将热线办结作为各级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日常监督、年度考核和绩
效考核的内容。

琼海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琼海将全面实行“首问负责制”接单办
理，着力解决重难点问题，落实快速派单
接单机制等措施，不断压实部门领导责
任，加强热线队伍建设，加大督查督办力
度和新闻媒体监督力度，切实提高热线
接通率、响应率、回访率和满意率。

（本报嘉积8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