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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俯瞰三亚中
交国际自贸中心总部项目工
地。据悉，在做好防疫措施
及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
项目部将采取增加工人数
量、加大材料供应等措施进
行抢工，力争最终按原计划
完成竣工交付。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开足马力复工
力争如期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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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9月 21日讯（记者李
磊）9月21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与远
景科技集团在海口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省长冯飞、远景科技集团CEO

张雷见证签约。
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

将在零碳能源装备、零碳生物合成
产业、新能源开发与建设等领域进

行深度合作，助力海南产业升级，
推进海南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达
成。

签约仪式上，海南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儋州市人民政府、远景能源有
限公司、红杉文德股权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还签订了四方合作框架
协议。

签约仪式前，冯飞会见了张雷一
行。

副省长王路、省政府秘书长符宣
朝参加上述活动。

省政府与远景科技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冯飞证签

我省部署开展助企纾困政策和
惠企政策全媒体宣传行动

为推动经济恢复提振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尤梦瑜）9月21
日，省委宣传部在海口召开开展助企纾困政策和
惠企政策全媒体宣传行动动员会，全面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结合当前我省重点工
作，部署开展全媒体宣传行动。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在全省深入开展助企纾困政策和
惠企政策全媒体宣传行动，是落实省委省政府高
效精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多措并举
推动经济恢复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通过广泛
宣传推动《海南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提振
行动方案》《海南省稳经济助企纾困发展特别措施
（2.0版）》以及《海南省“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
动方案》政策落地，为推动经济恢复提振营造良好
的舆论氛围。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充分
认识开展助企纾困政策和惠企政策全媒体宣传
行动的重要性紧迫性。要紧密联系实际、创新
方式方法，切实增强助企纾困政策和惠企政策
全媒体行动的效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
保助企纾困政策和惠企政策全媒体宣传行动各
项任务落到实处，在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宣
传工作的同时，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稳主体、强
动力、惠民生，为努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发
挥宣传舆论的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海南涉诈“资金链”
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共抓获“两卡”违法犯罪嫌疑人9263人，
堵截止付金额6.18亿余元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蒋
升 邢君怡）9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涉电
信网络诈骗“资金链”打击治理工作专题会议上获
悉，今年以来，该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有效遏
制了涉诈银行卡蔓延泛滥趋势。1—8月，全省共
抓获涉诈“两卡”违法犯罪嫌疑人9263人，刑拘
2483人，打掉开贩卡团伙83个，缴获银行卡2003
张，惩戒3301人。

今年6月起，全省各地各相关成员单位组织
开展为期半年的集中打击整治“两卡”违法犯罪

“净土”行动。6月和7月，共抓获涉诈“两卡”人员
3135人，刑拘980人，打掉开贩卡团伙42个，缴
获手机卡和银行卡共710张，惩戒1309人。全省
行业监管部门落实主体责任，积极开展涉诈“资金
链”治理工作，今年1月至8月，辖内各机构协助
公安机关受理查、冻、扣业务12.77万笔，堵截止
付金额6.18亿余元。

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净土”行动，强化银行
卡涉案的打击力度，对涉案人员依法进行快速精
准打击；要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违法犯罪系列宣传教育，形成强大宣传声势，
推动掀起反诈新高潮。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诈骗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总召集人闫希军
主持会议。

我省2个集体6名个人受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表彰嘉奖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赵雅婧）近日，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授予97个单位“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
集体”称号，授予79名同志“全国纪检监察系统
先进工作者”称号。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
员会对在纪检监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298名同
志予以嘉奖。海南2个集体和6名个人受到表
彰嘉奖。

省纪委监委第八审查调查室、文昌市纪委
监委获“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省
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一级主任科员王书能获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省纪
委监委第九审查调查室四级调研员段婷婷，海
口市秀英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袁文超，
三亚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易俊宇，五
指山市纪委监委第三审查调查室主任刘琪，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县委巡察办主任黄春燕受到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嘉奖。

海南一人入选全国
2022年度“最美退役军人”

本报讯（记者刘操）近日，中央宣传部、退役军
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2022年
度“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来自我省的王柏和
成功入选。

王柏和是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村民，出生
于1964年。王柏和家庭三代从军，父辈的参军经
历深深影响了他。18岁那年，王柏和入伍当兵。
1987年，王柏和告别军营，回到毛纳村。王柏和
曾担任毛纳村村干部，并当选水满乡第三届人大
代表，曾获评市级优秀共产党员，他把改变家乡落
后面貌当作最大追求。带领乡亲挖水渠、修山路，
带头开发数百亩茶园……在王柏和的带领下，毛
纳村从闭塞落后的贫困村蜕变成富有民族特色的
小康村。

恢复提振经济 助企纾困发展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傅人
意）9月21日，海南省休闲渔业政策
解读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会上，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海
南省促进休闲渔业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方案》（以下简称《三年行动方
案》）已经省政府印发，并明确用三年
的时间，通过开展“五个一”工程建
设、休闲渔业品牌建设、休闲渔业基
础设施建设、渔民转产转业保障等4

个方面的行动，到2025年，实现全省
休闲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目标。

开展“五个一”工程建设行动，
包括打造一批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
地，创建一批海钓赛事基地，培育
一批渔业小镇和美丽渔村，创建一
批休闲渔业精品赛事和节庆活动，
建设一批休闲渔业船舶。据介绍，
全省3年将打造8个精品休闲渔业
示范基地，培育10个共享渔庄。目

前已经启动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认定管理办法的制定工作，并将共
享渔庄纳入共享农庄的范畴，目前
已在组织申报，今年争取认定1—2
个共享渔庄。

开展休闲渔业品牌建设行动，包
括创建海南休闲渔业区域公用品牌，
引导培育休闲渔业消费市场。目前，
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旅文厅发展“渔
业资源保护+旅游”的休闲渔业模式，

将创建20条精品休闲渔业旅游线
路，同时，积极争取旅游的相关政策
惠及休闲渔业。

开展休闲渔业基础设施建设行
动，包括建设一批休闲渔业码头，打
造一批渔港经济区。我省将在三亚
崖州、文昌铺前、陵水新村、临高新盈
4个国家级渔港经济区，培育集休闲
渔业商品装备经营、美食、购物为一
体的休闲渔业产业链，打造渔业产业

优势突出、渔业设施一流、休闲气息
浓郁的渔港经济区。

开展渔民转产转业保障行动，建
设休闲渔业实训基地，我省将实现
2025年渔民转产1万人的目标。在
产业起步阶段，省农业农村厅将充分
发挥国有企业的引导作用，鼓励参与
休闲渔业项目投资，采用多种合作方
式激发社会资本潜力，争取打造一批
休闲渔业重大项目。

海南将通过四大行动推动休闲渔业高质量发展

3年将打造8个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罗
霞）我省近日出台专项政策措施实施
细则，激励餐饮业和零售业企业营业
收入上规模。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提
出奖励资金申请，最高可获150万元
奖励。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21日
从省商务厅获悉的。

《海南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恢

复提振行动方案》提出，培育壮大消
费经营主体。出台实施激励餐饮业
和零售业企业营业收入上规模的专
项政策措施，激励餐饮、零售企业做
大规模。为推动我省餐饮业和零售
业发展，省商务厅、省财政厅近日制
定《关于激励餐饮业和零售业企业营
业收入上规模财政措施的实施细

则》，并开展2022年度奖励资金申报
工作。

2022 年度奖励资金支持对象
为：在海南省内办理注册登记，已纳
入统计部门“四上”调查的在库企业，
行业类别属于餐饮业或零售业，并实
质性运营；财务管理规范、财务管理
制度健全；诚信守法经营、未被纳入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未被列入信用中
国的“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
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
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的“政府采购
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企
业；依法在海南省内申报纳税，无欠
缴税款或其他违反税收规定行为。

在奖励标准方面，对2021年营

业收入首次突破 1亿元、3亿元、5
亿元、10亿元的实质性运营的餐饮
业和零售业企业，分别对应给予50
万元、80万元、100万元、150万元
一次性奖励。欲申请奖励资金的企
业可于 9月 30 日前登录海易兑平
台完成注册后在线填报并提交相关
佐证材料。

我省激励餐饮业和零售业企业做大规模

营收上规模企业最高可获150万元奖励

汲取经验教训
把疫情防控督导工作抓得更严更实

◀上接A01版
汲取经验教训，把疫情防控督导工作
抓得更严更实。要深刻认识到疫情防
控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
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摆正心态、
端正态度，咬紧牙关、保持定力，确保
疫情防控万无一失。要牢记“早、准、

快、实”要求，更精准地发现问题，要对
督导中发现的问题做到举一反三，提
出好的意见建议。各市县要抓好落
实，针对督导组反馈的问题，逐项研究
整改对策，理清整改思路，确保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落细落地，织密
织牢疫情防控网。

海南向社会各界传递稳住经济大盘的信心
◀上接A01版

该负责人认为，第三产业中，旅
游业、住宿餐饮业、零售业、旅客运
输业等接触式服务业受疫情冲击较
大。当前的重点是助企纾困，千方
百计保住市场主体，支持企业把握
住市场回暖机遇恢复性发展，尽量
减少损失；批发业、货物运输业、数
字经济、平台经济、金融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等非接触式服务业要全
力以赴加快发展，更有力扛起稳增
长的责任担当。

针对本轮疫情中我省各市县受
影响情况不同，《行动方案》就各个
市县提出奋斗目标。“各市县针对各
自疫情精准采取差异化的应对措
施，经济运行受到冲击程度也不同，
总体呈现出‘1+6+6+6’的分化特
征。”该负责人介绍，对于三沙、文
昌、屯昌、琼中、保亭、白沙等未发生
疫情的市县，经济未受到直接冲击，
必须要确保实现、力争超额完成全
年经济发展目标，切实扛起稳定经
济增长的重任。

对于海口、五指山、澄迈、琼海、
定安、昌江等6个出现疫情，但影响
并不明显的市县要着力克服不利因
素，力争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
对于儋州、陵水、东方、临高、万宁、
乐东等6个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市县，
既要充分考虑其受疫情影响的现实
情况，也要切实增强信心，全力以赴
稳定经济增长，尽量减少疫情影
响。对三亚则要支持其千方百计稳
定经济运行，力争实现最好的结
果。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

我省出台四个政策推动休闲渔业发展
◀上接A01版
《捕捞许可规定》规定休闲渔船船
网工具指标实行总量控制，休闲渔
船的审批权限下放市县，省级主管
部门负责对市县指标使用情况组
织评估、统筹调控，并开发全省休
闲渔船管理信息系统等。多项政
策创新旨在彻底打通新建休闲渔
船的堵点，《三年行动方案》还提出
到2025年全省休闲渔船达到500
艘的目标。

三是鼓励新举措，保障渔民转
产转业。《管理办法》和《捕捞许可规
定》中都有相关保障条款，休闲渔业
经营单位应当优先吸纳转产渔民就
业，并要求市县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和措施，对吸纳本省户籍渔民超过
50%的休闲渔业经营企业进行支
持。在《三年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
三项措施推进渔民休闲渔业培训，
建设休闲渔业实训基地，实现2025
年渔民转产1万人的目标。

四是赋予新职责，有效监管安
全领域。《管理办法》明确农业农村、
交通、海事、海警、旅文、公安、应急
管理等部门在休闲渔业安全监督管
理方面的职责划分。

五是开展新试点，赋权行业协
会进行管理。《管理办法》规定了发
挥休闲渔业行业协会作用，实行行
业自律管理，规范行业行为标准，
引导和规范休闲渔业会员单位的
行为等。

紧盯缺口定措施 深挖潜力促发展
◀上接A01版

在抓项目扩大有效投资方面，东方
深挖在建项目投资潜能，严格落实投资
项目“四一两限”攻坚推进机制，科学合
理倒排工期，力争海南精细化工二期工
程丙烯腈系列装置等42个项目在12月
底前竣工，完成年度计划投资36.62亿
元；加快推进东方市感恩实验学校等17
个续建项目，确保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36.68亿元；重点抓好东方市滨海片区
（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等年度投资亿元
以上投资项目，以超常规举措加快推进
投资进度，力争投资挖潜15亿元以上。

目前，东方全市19家规上工业企业
已全部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园区6个在建

项目中5个正常开工建设；农业方面，受
疫情影响较小，种植业生产稳中有升，
粮食、热带水果生产形势预期向好。

“必须靠前服务，把企业的困难解
决好，提供好各要素保障，才能确保完
成全年的固定投资目标任务。”东方市
委书记田丽霞表示，各级各部门要对照
年度目标任务倒排工期，将尚未完成的
指标分解到月、细化到周，建立台账，挂
图作战，一个指标一个指标销号，一个
节点一个节点紧盯，确保各项指标如期
实现。围绕GDP、投资、财政收入、消
费、农民增收等指标缺口，紧紧盯住进
度缓慢的、需要协调推动的难点事项，
对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切实推动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