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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
入制，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海南自由贸
易港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实施市
场准入承诺即入制的相关管理服务活
动，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市场准入承诺即入
制，是指除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生
态保护红线、重大公共利益等国家实行
准入管理的领域外，在具有强制性标准
的领域，依法取消许可和审批，建立健全
备案制度，市场主体书面承诺符合相关
要求并提交相关材料进行备案，即可开
展投资经营活动。

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市场准入承诺
即入制的事项实行清单管理，依法动态
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组织
协调，建立健全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
制的统筹推进工作机制。

省人民政府市场监管、发展改革、商
务等部门，负责牵头推进市场准入承诺

即入制工作。
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负责具体行业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
的推进工作，建立健全备案制度，编制需
要市场主体提交的备案材料清单、承诺
书格式文本和办事指南，并通过相关服
务场所、网站和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等渠道公布，方便市场主体查阅、
索取或者下载；分领域制定统一规范、简
明易行的监管规则，为监管提供明确指
引。

第四条 在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
制取消行政许可事项前，依法履行审批
职责的有关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有关主
管部门），负责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事项
备案的具体办理，以及对相应市场主体
的监管工作。

第五条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一次性
告知市场主体开展相关投资经营活动需
要符合的条件、强制性标准和技术等要
求，以及办理备案所需的材料清单、提交
方式、提交期限、监管规则、违反承诺的
法律责任等。

告知的内容应当全面、准确、易懂，

可量化、可操作，不得模糊表述，不得含
有兜底条款，不得另附备案条件。

第六条 市场主体办理市场准入承
诺即入制事项备案，应当对下列内容作
出书面承诺：

（一）已知晓告知事项；
（二）已经符合开展相关投资经营活

动的条件、强制性标准和技术等要求，能
够在约定的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

（三）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法律责
任；

（四）所作承诺是真实意思表示。
涉及外商投资的，外国投资者或者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依法报送投资信息。

第七条 对可以在备案后一定期限
补交的材料，实行容缺办理、限期补交。

市场主体因突发事件影响超出提交
材料期限的，按规定予以期限中止、顺
延。

第八条 市场主体作出书面承诺并
提交符合要求的备案材料后，有关主管
部门应当当场办理备案手续，出具备案
凭证，载明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事
项的依据和市场主体的备案信息，作为
市场主体开展相关投资经营活动的证
明。

第九条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将市场
主体的备案信息同步推送至同级市场监

管部门，将市场主体的承诺信息同步推
送至同级社会信用主管部门；应当自出
具备案凭证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社会
公开签署市场准入承诺书的市场主体及
其承诺的内容。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主管部
门将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事项的备案信
息，整合到营业执照上。

第十条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自出具
备案凭证之日起二个月内对市场主体的
承诺内容开展核查，并根据行业领域特
点和市场主体信用风险分类情况，采取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监管等方
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社会信用主
管部门应当加强市场主体公共信用信息
的归集、共享等工作。有关主管部门应
当将市场主体履行承诺情况全面纳入信
用记录，并归集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将
市场主体失信违法行为记入信用记录，
依法实施失信惩戒。

第十二条 市场主体未办理备案或
者提交虚假材料办理备案开展投资经营
活动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市场主体办理备案后，在约定的期
限内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
要求，开展投资经营活动的，由有关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市场主体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不符合
强制性标准及法律法规规定的，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在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
入制取消行政许可事项前，市场主体
已取得行政许可证的，继续有效；行政
许可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开展相关投
资经营活动的，应当在行政许可有效
期届满前三十日内按照本规定办理备
案。

第十四条 实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
权改革或者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市、县、
自治县，按照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确定
有关部门的备案、监管和执法职责。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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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燕

没有焰火，没有烟花，只有璀璨的灯
光、洁白的“沙滩”和开放包容的“大海”、
充满风情的儋州调声……12月10日晚，
第六届省运会开幕式打破惯例，取消了
燃放烟花的环节，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
也体会到本届省运会践行绿色环保的办
会理念。

在运动会开幕式上燃放烟花，可以
起到烘托氛围的作用，以往我省历届省
运会也有此惯例。但燃放烟花并非运动
会的“标配”。烟花虽美，毕竟会对环境
造成污染，烘托气氛有不少其他的方
式。就拿本届省运会来说，开幕式现场
以独具海南特色的大海和沙滩为主背
景，将声、光、乐、影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把现场气氛营造得热烈欢快充满激情，
让观众流连忘返。没有烟花助兴，现场
热闹不减，何乐而不为？

省运会开幕式打破惯例的背后，是
海南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近年

来，海南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把绿色
环保践行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大
到产业发展布局，小到一条路的修建、
一棵树的移植，无不坚持生态优先理
念。省运会开幕式不燃放烟花的举措，
正是海南践行绿色环保理念的一次常
规操作。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省运会开幕式
现场要不要燃放烟花这个问题，主办方
并没有“一言堂”，而是在充分征求群众
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和系统评
估之后才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群
众的普遍支持和认同，同样是生态环保
理念深入人心的体现。

一场绿色环保的运动会，一个惯
例的打破，烟花的缺席并没有让盛会
的热烈减少一分，但它在环保上的示
范效果是显著的。从小事做起，从身
边做起，让生态环保理念渗透到日常
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我们才能守
护好海南的生态环境，为绿色发展铺
就最亮丽的底色。

时时时评评评

本报那大12月11日电（记者曹马
志 刘婧姝 通讯员韦斌）12月11日，由
儋州市总工会、那大镇总工会主办的

“激情省运 魅力儋州”系列主题活动在
那大镇石屋村艺术馆举行。

本次活动项目包含掼蛋、桥牌比赛
和海南文艺名家美术、摄影作品邀请

展，旨在丰富儋州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充分展示儋州人阳光、积极、健康
的精神风貌，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助力
儋州洋浦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本次活动中的掼蛋、桥牌
比赛活动以“快乐”为主线，让广大职工
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放松心情，释放压

力，增进感情，营造团结和谐的浓厚氛
围。而主题为“激情省运 画里乡情”海
南名家作品邀请展则汇聚近百幅省内
著名画家和青年画家佳作，或浑然大
气，或婉约细腻，或唯美浪漫，或自然写
实，均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角度，
展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抒发

了创作者的良好祝愿。
此外，摄影作品邀请展还展出了摄

影家们精准捕捉抓拍的海南省第六届
运动会精彩瞬间，充分体现了运动健儿
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强大的视
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使人仿佛置身
热情激烈的赛事中。

“激情省运 魅力儋州”系列主题活动举行
这抹绿色比烟花更亮眼

赛事动态

本报讯（记者曹马志 刘婧姝）12月
10日，第六届省运会排球比赛在那大全
民健身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经过6个
比赛日角逐，最终海口男子、女子排球队
均以全胜战绩夺冠。

本次比赛设男子组与女子组，吸引
了海口、三亚、琼海、文昌、澄迈、临高、定
安、屯昌、陵水9个市县156名运动员参
赛。

在6个比赛日中共进行男子七轮、
女子五轮共36场次比拼，比赛采用五
局三胜积分赛制，最终名次将由胜场、
积分高低决定。最终，在男子组比赛
中，海口队以6场全胜战绩夺冠，文昌
队获得亚军，澄迈队获得季军。在女
子组比赛中，海口队同样以全胜战绩
夺冠，定安队获得亚军，三亚队获得季
军。

本报那大12月11日电（记者
曹马志 刘婧姝）12月11日上午，
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上海建工
五建集团杯”自行车比赛（公路
赛）正式开赛。经过角逐，琼中队
的林开雄获男子组冠军，女子组
冠军由海口队马玉彩获得。

当天9时，男子组、女子组的
运动员相继出发，随后便进入紧
张激烈的比拼中。共有来自省内
各市县的7支代表队共计61人参
加比赛。公路赛比赛场地位于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试验场，单圈
里程22.5公里，男子组比4圈，总
里程 90 公里；女子组比 3 圈，总
里程67.5公里。

经过激烈角逐，琼中队的林
开雄、儋州队的曾皓健和海口队
的李瑞分获男子组前三名；海口
队的马玉彩、杜传艺和琼中队的
何冲获得女子组前三名。

“我们已经训练了很久，做了
很多准备，夺得冠军非常激动。
冲刺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占优势
的，比较稳。”林开雄说，对于第二
天的山地赛，他的目标是进入前
三名。

“今天取得冠军很开心，但是
还要收拾好心情，争取明天再夺
冠。”马玉彩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公路赛赛道设计得很好，有起伏、
有爬坡、有平路，可以看出省运会
对比赛项目的重视。

此次自行车比赛设置两个赛
程补给点，共有包括裁判、赛事工
作人员、医疗保障人员和志愿者
近500名赛事工作人员，以及20
余辆机动车为选手提供赛事服
务。12月 12日 15 时，第六届省
运会自行车比赛（山地赛）将在儋
州市和庆镇罗便村举行。

本报那大12月 11日电（记者
刘婧姝）12月 10日结束的海南省
第六届运动会羽毛球甲组团体赛
中，陵水代表队获得男子、女子团
体冠军；海口代表队获得男子、女
子团体亚军。

据了解，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
羽毛球比赛12月8日在全民健身中

心开赛，来自全省15个市县代表队
的 300余名运动员将展开激烈角
逐。当天进行的是团体赛和单项赛
第一阶段比赛。

本次赛事为期6天，按年龄分
为4个组别。成年组（20—25岁）、
甲组（16—19 岁）、乙组（14—15
岁）、丙组（12—13岁）。

海口队包揽排球比赛男女冠军
省运会羽毛球甲组团体赛

陵水男女队双双夺冠

②12月9日，在儋州市海花岛游艇码头附近海域举行的
第六届省运会帆板帆船比赛现场，运动员扬起风帆在海上展
开激烈角逐。

①12月11日，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自行车比赛（公路
赛）举行，共吸引海口、儋州等7个市县的代表队参加。图为
选手在比赛中。

③12月7日，在儋州市体育中心，游泳健将奋力拼搏。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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