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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王凤) 12月 2日袁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
谊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袁 本届联谊
大会于 11月 27日至 29日在三亚成
功举办袁 会后活动返乡寻根之旅也于
12月 2日结束遥 大会成果丰硕袁不仅
凝聚了乡情袁 也让琼籍华侨华人对海
南自贸区(港)建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袁
为乡亲们搭建投资洽谈尧 创新创业和
项目对接的宽广平台遥
大会时隔 15年回到海南举办袁加

深了乡亲们对海南的认识袁 加强了乡
团间的联谊袁 激发了乡亲们回乡参与
自贸区(港)建设的热情遥

本次大会有 28个国家和地区 48
个社团的 2000多名乡亲回乡参会袁参
会总人数超过 3200人遥 其中袁433名
乡亲报名参加文昌尧 琼海等市县组织
的返乡寻根之旅袁170 多名乡亲赴海
口参观考察商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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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谢佳宁冤 12 月 2 日下午袁
野国际最佳拍摄景区推介大会明星
推介专场冶 在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举行袁黄圣依尧张晓龙尧孙艺洲尧
王智等众多知名影视明星为全国多
省市旅游产业发声代言遥
现场袁张晓龙尧孙艺洲尧管栎尧李

兰迪尧蒋梦婕尧黄圣依尧王智等众多
演员等一一亮相袁 分别推荐了内蒙
古巴彦淖尔尧 山东省平邑县等地的
优秀景区遥 推介嘉宾们不仅讲述了
自己之前来海南拍戏和活动的感
受袁更与景区负责人进行现场互动遥
他们将通过自身力量提升景区知名
度袁依托粉丝经济袁促使景区实现流
量转化袁助力景区转型升级袁进一步

打造并完善影视产业链条遥
此次明星推介专场上袁 演员王

智为三亚发声代言遥 她表示能来三
亚推介感到非常的荣幸袁 希望未来
更多的电影人能来到三亚这个美丽
的城市拍摄电影遥
据了解袁野国际最佳拍摄景区推

介大会冶 活动作为第二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的主要板块之一袁 是国内
首家在国际电影节上推出以 野文
化+旅游冶 为核心概念的大型文旅
融合活动遥 推介大会充分发挥 野影
视+旅游冶 核心概念和主流文化的
引导作用袁 推动国内外文化旅游资
源和影视产业深度结合袁 提升各城
市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袁 并推
动其文化旅游经济发展遥

从思想碰撞到产业交流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举办多场论坛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谢佳宁冤 电影是分享与交

流的艺术袁思维的碰撞让创作火花迸发袁包容的心态使电影更具深度遥
12月 1日至 8日袁 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期间将举行一系列专题
论坛袁邀请中外知名电影人分享国际前沿创作
与制作理念袁畅谈电影的发展趋势遥

恰逄海南建设自贸区尧自贸港袁在新的政
策环境下袁将会为中国电影产业带来怎样的机
遇与突破钥 12月 2日袁海内外优秀电影制片人
齐聚国际制片人高峰论坛暨电影产业与海南
自贸区渊港冤融合发展论坛袁就野如何大力促进
电影产业与海南自贸区尧 自贸港融合发展冶话
题袁展开深度探讨袁共享电影界的盛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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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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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王凤冤 12月 2日下午袁省政府
党组书记尧 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
府党组会议袁 研究贯彻落实省委七届
七次全会精神工作遥
省政府党组成员依次结合各自分

管工作袁 聚焦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袁谈问题尧找差距尧提建
议袁 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袁奋力作为尧
持续攻坚袁 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和自

贸港建设袁 努力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上走在前列遥
沈晓明指出袁 省委七届七次全会

通过的 叶中共海南省委关于提升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加快推
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决定曳袁是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省学习宣传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尧 提升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尧加
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指导性
文件袁 要切实增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袁 持续学深悟
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七
届七次全会精神袁结合实际袁一体抓好
贯彻落实遥

沈晓明要求袁 要以切实有力措
施推动省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落地
落实落细遥 要加快做好招商引资等
自由贸易港政策出台前的各项工
作曰要以制度创新激发治理效能袁建
立健全与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贸港相适应的制度体系袁 最大限度

激发和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曰要
系统谋划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治理
能力袁进一步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袁推
动政府职能转变袁不说野不能办冶尧只
能说野应该怎么办冶袁加快完善全流
程信用服务监管模式曰 处理好政府
与市场尧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袁进一步
强化执行力建设袁 着力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曰要抓点带面促落实袁确保各
项任务落实落细遥
沈晓明强调袁要统筹抓好省委全

会精神贯彻落实和当前重点工作袁把
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七
届七次全会精神与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结合起来袁积极开展好野我为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作贡献冶 活动袁
抓好野两个确保冶百日大行动尧脱贫攻
坚尧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等袁确保全
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和谋划好明年
工作遥
毛超峰尧刘平治尧沈丹阳尧冯忠华尧

倪强出席会议袁王路列席会议遥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时要求

切实有力贯彻落实好省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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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陈王凤冤 12月 2日下午袁省
长沈晓明主持召开七届省政府第
39次常务会议袁研究完善促进消费
体制机制等工作遥
会议审议通过叶海南省完善促

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曳遥 会议
强调袁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尧责任
感尧使命感袁把促进消费作为落实

省委尧省政府关于野两个确保冶百
日大行动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袁
作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抓
手袁 通过大力拓展线上线下消费
市场空间袁释放消费需求和潜力袁
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遥 各责任
部门要对照方案袁压实责任主体袁
确保按时间节点落实好各项任
务遥 要通过举办大型活动推动消

费升级袁 继续办好文艺演出等新
兴活动袁 也要研究如何让传统活
动焕发新的活力遥 要营造促进消
费的良好舆论环境袁 及时公开回
应社会关切遥
会议听取了全省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情况汇报袁 要求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 高度重视这
项工作袁形成合力尧迎难而上袁落实

好各项任务遥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袁
做好顶层设计袁 抓紧推进 野多规合
一冶 信息综合管理平台与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全面对接袁 构建
科学高效审批管理体系遥
会议还审议通过 叶海南省游艇

租赁管理办法渊试行冤曳曰听取了海南
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调研报告袁并
部署了相关工作遥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等工作

黄圣依尧孙艺洲尧王智尧蒋梦婕等影星推介国际最佳拍摄景区

“星推官”发声 助力影视与景区“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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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于迅尧尹宗华及全体考察团成员袁省领
导毛万春尧李军尧毛超峰尧胡光辉尧肖
杰尧王路尧刘平治尧沈丹阳尧冯忠华尧李
国梁出席座谈会遥

梁振英表示袁 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政
协委员履职的重要指示和对港澳各
界野四点希望冶精神袁高度重视尧精心
准备此次赴琼考察袁 实地了解了海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情况袁 亲眼

见证了海南各级党委政府推动各项
工作取得的长足进展袁 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日
新月异袁收获了丰硕的考察成果遥 海
南各方面良好的发展条件袁 特别是
中央赋予海南高度开放的政策袁为
进一步深化拓展琼港合作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遥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都是
来自香港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袁要
紧紧围绕野香港所长尧海南所需冶全
面深化琼港合作袁 更加积极主动助

力国家全面扩大开放遥 要充分交流
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贸易尧金融尧航运
中心的成功经验袁 发挥香港高度国
际化的优势袁 向世界推介海南最新
开放政策和良好投资环境袁 帮助海
南引进人才和投资遥

刘赐贵在讲话中对梁振英和全
国政协尧港区委员长期以来给予海南
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袁对考察团的到
来表示欢迎袁并介绍了海南建设自由
贸易港的主要优势尧总体打算和最新

进展遥 他说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下的自由贸易港是一项全新的
事业遥 一年多来袁全省上下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野4窑13冶重要讲话
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袁 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袁以制度创新
为核心建设自贸试验区袁深化野多规
合一冶改革袁科学谋划产业园区发展袁
实施野百万人才进海南冶行动计划袁更
加注重引进外资和国际人才袁推进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袁按照坚持

中国特色尧对标当今世界最高水平开
放形态尧分步骤分阶段的要求袁加快
推进自贸港建设遥海南真诚欢迎更多
香港企业家和各领域人才积极支持
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袁共享千载难
逢的发展机遇遥
考察团团长尧 全国政协常委李家

杰袁考察团副团长尧全国政协常委胡定
旭尧吴良好尧许荣茂尧陈冯富珍等分别
发言袁一致表示对海南发展充满信心袁
对深化琼港合作提出意见建议遥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
海南省座谈会举行

梁振英刘赐贵讲话 沈晓明主持 于迅毛万春李军出席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12月 2日下午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海南省座谈会
在海口举行袁我省有关方面与来琼考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情况的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面对面交流袁围绕野香港
所长尧海南所需冶袁共谋深化琼港合作袁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遥全国政协
副主席梁振英袁省委书记尧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出席并讲话袁省委副书记尧省长沈晓明主持座谈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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