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座谈会持续 3 个小时袁 只说问
题袁不唱赞歌袁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袁
双方互动频频遥香港海南商会会长陈
明谦指出政府决策征求企业意见不
足袁普华永道大中华区创新服务主管
合伙人蔡晓颖建议省政府要让社会
对海南发展目标有清晰的了解袁海南
省律师协会会长廖晖建议政府的决
策过程要让百姓充分参与袁海南省医
药行业协会会长陈益智尧海南省广东

商会会长林宏润尧海南蘑菇头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朱潘尧海
南安盛船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鸿辉尧
国投裕廊洋浦港口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郭汉雄等代表也从不同角度提出
意见和建议遥 沈晓明边听边记袁不时
插话袁还针对部分代表提出的具体问
题袁要求分管副省长和省政府督查室
到现场调研遥
沈晓明代表省委尧 省政府和省委

书记刘赐贵对与会代表表示感谢遥 他
说袁 大家在言词之间流露出了对海南
的热爱尧对海南未来发展的关切尧对海
南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的良
好预期袁很多建议听后深受启发遥
沈晓明向企业代表介绍了海南自

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展和发
展思路遥他强调袁海南自贸区和中国特
色自贸港建设袁 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参
与袁需要在营商环境上下功夫遥一流的

营商环境主要不是追求优惠政策 野洼
地冶袁而是打造软环境野高地冶遥 营商环
境建设一是要对标国际最高水平袁与
国际接轨院 二是要在宏观方面致力于
法治化尧国际化尧便利化袁微观方面突
出透明尧公平尧可预期三因素曰三是关
注中小企业袁帮助它们成长袁培育出更
多由本地发育成长的大企业曰 四是优
化配套环境袁推进医疗尧教育等社会事
业发展曰五是努力打造诚信政府袁防止

野新官不理旧账冶袁 保持政策稳定性和
连续性曰六是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袁
提高全社会信用水平遥
座谈结束时袁 沈晓明再次与参会

代表一一握手袁 表示优化营商环境说
起来容易尧做起来难袁需要大家共同努
力袁 欢迎大家随时来信来电提出问题
和建议遥
省政府领导毛超峰尧刘星泰尧范华

平尧苻彩香尧倪强参加会议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陈王凤冤 6月 27日袁商报记
者从海南省河长制办公室获悉袁近
期全省 52条省级河流的 野一河一
策冶方案编制已经完成袁野一河一策冶
方案围绕问题尧目标尧任务尧措施和
责任列出清单袁建立野一河一档冶信
息袁 为下一步河流管护治理和水生
态文明建设打好基础遥

省河长制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袁
野一河一策冶 是创新河湖管护体制
的主要落脚点袁 也是河长巡河尧管
河尧护河尧考核的重要依据袁包括水
质监测尧水污染防治尧水域岸线管
护尧水环境治理等多个任务袁涉及
水务尧环保尧住建尧农业等多个部
门遥 野一河一策冶时间紧袁任务重袁为
保证按照水利部要求 6 月底前完

成袁省河长制办公室要求每周汇总
一次各市县野一河一策冶编制情况袁
通报一次工作进度袁直至全部编制
完成遥

由于河长制是一项制度创新袁
编制野一河一策冶没有现成的经验袁
市县在组织编制野一河一策冶的初期
对方案的总体框架尧 内容及深度难
以把握准遥 省河长办公室组织设计

单位选择一条河流袁 集中力量开展
编制袁 多次开展现场调查尧 收集材
料尧征求成员单位和市县意见尧反复
修改袁形成野一河一策冶方案袁作为样
板印发下各市县袁 以便市县在编制
其他河流野一河一策冶时参考遥 野一
河一策冶方案的编制袁将结合每条河
道的特点袁 制定管河护河治和的良
策袁助力海南文明建设遥

海南 52条省级河流“一河一策”
为下一步河流管护治理和水生态文明建设打好基础

02时政/要闻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省委宣
传部尧省文体厅尧省记协自即日
起袁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
件线索举报遥 我们郑重承诺院严
守保密规定袁对重要线索一查到
底袁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遥
举报电话院
12318渊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冤
66810531渊省记协冤
举报邮箱院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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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谢佳宁冤 自 5月 1日海南省 59
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正式实施以
来袁三亚旅游发展委员会紧抓热点袁通
过广告发布的形式袁 第一时间在新媒
体平台上定向发布免签新政广告袁三
亚旅游迅速博得高度关注袁 并被各免
签国游客列入度假目的地清单遥

6 月 19 日三亚旅游美景登上号
称野世界十字路口冶的美国纽约时代广
场大屏幕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遥 此次袁
三亚市旅游委在时代广场大屏幕投放
的野59国免签新政冶宣传片袁以介绍免
签新政为亮点袁 宣传三亚旅游资源为
主要形式袁吸引了往来游客的关注遥

59国免签海外受宠
三亚美景再登
纽约时代广场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陈王凤 冤 商报记者从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袁为了贯彻落实叶百万人才进海
南行动计划曳袁 根据有关规定袁海
南发布关于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
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袁 从 6 月
中旬起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工
作常态化遥
通知指出袁 公务员及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不列入认定对象 渊国家另有规定
的除外冤遥

个人申请时袁个人向所在单位
提出申请袁填写叶海南省高层次人
才认定申报表曳(表格从省人社厅门
户网站下载袁 网址院http://www.hi.
lss.gov.cn冤遥

个人申请后袁用人单位对申报
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和公示袁对

叶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申报表曳
填写内容及格式是否符合要求尧材
料是否齐全尧真实作出意见后将申
报人提交的材料报送所在地市县
业务主管部门渊其中市县非公经济
组织报各市县统战部尧社会组织报
各市县民政局冤曰 省直属单位直接
报省级业务主管部门遥

用人单位所在地市县业务主
管部门对用人报送的申报人材料
进行审查袁作出意见后报送相应的
省级业务主管部门遥

省级业务主管部门对报送的
材料进行审核袁作出意见后报省人
社厅遥

省人社厅对申报人材料进行
复核袁并将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向
社会公示遥 经公示无异议的袁由省
人社厅认定为相应层级高层次人
才袁并颁发相应证书遥

海南发布关于高层次人才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公务员不列入人才认定对象

报送地址院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中心渊海口市国兴大道 9号冤
联 系 人院谢君华尧陈俊先渊省人社厅行政审批办公室冤
联系电话院0898-65203021

荫叶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申报表曳一式三份渊业务
主管部门留一份备案袁另两份报送省人社厅复核冤遥

荫提供符合拟申请层级标准的相关材料袁 包括证书尧
身份证明尧项目或团队任职原始佐证材料尧各类人才评选
批文及叶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申报表曳填写信息的证明
材料渊原件尧复印件冤遥

荫本单位对申请人的推荐材料渊遵纪守法情况袁是否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突出的工作业绩冤曰 上述材料按所列
顺序装订成册渊附电子版袁包括目录冤遥

个人申请所需提供材料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郭尚冤 6月 27日上午袁 省长
沈晓明主持召开七届省政府第 8次常
务会议袁听取 2017年以来审计发现问
题整改情况尧野两违冶 整治情况等工作
汇报袁原则通过叶海南省信息基础设施
提升建设三年渊2018-2020年冤专项行
动方案渊送审稿冤曳等文件遥
会议讨论通过了 叶海南省审计厅

关于 2017年以来审计发现问题整改
情况的报告曳袁决定报请省委常委会审
议遥会议指出袁有的市县政府及部门和
单位领导对审计整改工作重视不够袁

整改单位对完善机制体制研究不够遥
要求各市县尧 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审计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袁 切实强化政治意
识尧 大局意识袁 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
委尧省政府审计工作决策部署袁坚持问
题导向袁狠抓问题整改工作落实遥一要
切实落实审计整改责任袁各市县尧各部
门野一把手冶是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袁按
照整改要求袁 针对以前年度和今年审
计查出的问题袁列出整改任务清单袁排
出时间表袁压实整改责任袁细化实化措
施袁 逐一整改销号袁 确保问题整改到
位曰二要加强审计整改联动袁审计部门

加强与组织尧纪委监委尧司法尧经济责
任审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其他部门
的沟通协调袁在审计成果运用尧问题线
索移送后的查办尧审巡结合尧专项检查
和督查等方面加强合作袁 凝聚整改合
力曰三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袁对一些反
复出现尧屡改屡犯的问题袁要坚持用改
革的办法袁在制度完善上下功夫袁从根
子上解决问题袁并举一反三袁避免同类
问题再次发生袁 真正从源头上堵塞漏
洞曰四要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督促检查袁
对不按规定期限整改特别是拒绝整改
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究问责遥

会议原则通过 叶海南省信息基础
设施提升建设三年渊2018-2020年冤专
项行动方案渊送审稿冤曳袁决定进一步修
改完善后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遥
专项行动的总体目标是对标自由贸易
区和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袁按照野政府
统筹尧企业实施尧协同推进尧创新引领冶
的原则袁 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智能化
水平袁构建高速率尧全覆盖尧智能化尧高
安全尧天地互通一体化的通信网络袁到
2020年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
破性进展袁 主要指标达到全国领先水
平袁有力支撑野信息智能岛冶和野智慧海

洋冶建设遥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叶关于全省野两

违冶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曳袁决定
报请省委常委会审议曰 传达学习了全
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袁 听取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袁 原则通
过叶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
实施意见渊送审稿冤曳袁决定进一步修改
完善后报省委审定曰原则通过叶海南省
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渊修订草案冤曳曰并决
定设立海南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领导小组遥

沈晓明主持召开七届省政府第 8次常务会议

讨论审议信息基础设施提升建设
三年专项行动方案等文件

沈晓明率省政府领导班子与企业代表座谈

共商优化海南营商环境大计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郭尚冤 6月 27日下午袁8位来自不同类型企业的代表成为省政府的座上宾遥

省长沈晓明与其他所有在琼的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与他们围坐一起袁就优化营商环境面对面交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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