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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深改委尧省委自贸区渊港冤工委会议要求

以急不得也慢不得的态度确保干一件成一件
加快推动海南自贸港早期安排取得早期收获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出席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王凤冤 3 月 25 日袁 省委书记尧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刘赐贵
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深改
委尧省委自贸区渊港冤工委会议袁审议相
关文件袁研究部署加快推动自贸港建
设相关工作遥 刘赐贵强调袁要正确处
理急不得和慢不得的关系袁立足海南
生产力发展水平研究自贸港早期安
排的基础性政策研究袁 加快推进投
资尧消费尧招商引才和风险防控等重

点工作袁 确保海南自贸港建设取得早
期收获袁 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效增强
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遥
省委副书记尧省长沈晓明袁省政
协主席毛万春袁省委副书记李军出席
会议遥
会议强调袁 今年是推动海南自贸
港建设总体方案实施之年遥 要深刻认
识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的重大意义袁
正确处理急不得和慢不得的关系袁充

分利用自贸港政策的重大利好袁 把各
项政策用足用好尧用出效果袁推动海南
经济快速发展袁坚定发展信心袁稳定市
场预期袁 乘势而上加快推动海南自贸
港建设遥
会议指出袁 消费便利化是自贸港
建设的重要标志袁要深刻把握促进消
费的政治意义袁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
的沟通对接袁深入研究国内广大消费
者的购物习惯和实际需求袁丰富商品
种类袁增加免税店袁创新提货方式袁引

进竞争机制袁 引导境外消费回流袁让
14 亿中国人在自贸港建设中增强获
得感遥 要运用好自贸港的政策优势袁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袁更加注重引进外
资袁吸引更多海内外优秀企业来琼投
资发展袁 更加注重引进境外人才袁通
过市场化方式认定高端 人 才和 紧 缺
人才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遥 要
切实扛起防范风险的政治责任袁尽可
能把各类风险研判在前尧 防范在前袁
决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袁确保干一件

沈晓明调研优化税务营商环境并专题研究财税工作时要求

以确保“零输入”
保障复工复产推动经济发展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陈王凤冤 3 月 25 日下午袁省
长沈晓明实地调研办税服务窗口袁
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财税尧经
济运行等工作遥
在海口市税务局民声东路办税
服务厅袁 沈晓明详细了解电子税务
局功能袁 观看网上办税服务操作流
程演示袁听取野四个一冶渊一站办结尧
一次不跑尧一键解读尧一网管控冤便

民办税服务工作汇报遥他指出袁办税
便利化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袁要
以逐步减少实体办税服务窗口为目
标袁倒逼网上办税服务优化袁不断提
高网上可办率尧业务量和便捷度袁不
断提升纳税人满意度曰 要落实好疫
情期间各项税收支持政策袁 主动为
企业做好服务袁激发企业信心袁降低
疫情对企业的影响遥
专题会听取了今年以来我省经

济运行尧 疫情期间财税支持政策落
实等情况汇报袁 并就进一步加强财
税工作尧加快复工复产尧做好招商引
资尧重振市场消费信心尧创新旅游产
品等进行了讨论研究遥
沈晓明要求袁要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袁 以更加严
谨尧灵活尧务实的作风做好各项工
作袁推动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遥 强化境外疫情输入防控措施袁

以确保境外野零输入冶保障复工复
产袁 以复工复产推动经济发展曰采
取超常规的措施促进经济发展袁加
大财税支持力度袁重振市场和消费
信心袁做好招商引资工作袁扎实推
进新项目开工建设曰以自贸港建设
为契机推动经济发展袁切实把各项
政策措施落实到具体项目袁推动产
业加快发展遥
毛超峰尧倪强参加活动遥

境外来琼人员尧普通发热患者尧居家隔离如何管理钥

居家隔离指引来了，该“封”的时候就得“封”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勘察设计公开招标

全线1000公里

五分之一可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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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明锋冤 3 月 25 日上午袁商报记
者从省交通工程建设局了解到袁 当前
正在对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渊乐东尧东
方尧儋州尧临高尧澄迈尧万宁尧陵水尧三亚
段冤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遥
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 渊乐东尧东
方尧儋州尧临高尧澄迈尧万宁尧陵水尧三亚
段冤已由省发改委批准建设遥 省环岛旅
游公路主线全长约 1000 公里袁设计以
旅游功能为主袁交通功能为辅袁全线约
五分之一可以看海遥 环岛旅游公路分
为东尧西段袁其中东段路线总里程 573
公里袁 新改建 210 公里袁 利用 363 公
里袁连接线 231 公里曰西段主线总里程
424 公里袁新改建 258 公里袁利用 166
公里袁连接线总里程 201 公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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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居家隔离观察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
网/海 拔 手 机 端 记 者
吴英艳冤 3 月 25 日袁为
指导各市县科学尧精
准尧有效做好我省疫情
防控期间居家隔离人
员的管理工作袁结合当
前海南省实际工作情
况袁海南省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疫情防控组特
制定居家隔离人员分
类管理指引遥

渊一冤适用人群

2. 按规定应接受居家隔离
的湖北返琼人员遥

渊二冤注意事项

3. 与家人接触时应佩戴医
用外科口罩袁保持 1 米以上距离遥
4.用餐时应与家人分开就餐遥
5.居家隔离人员接触过的物
品表面袁应及时做好清洁消毒遥
6. 居家隔离人员如就医等
外出时袁 应征得社区网格员同
意袁并不与其他人接触遥

1.普通发热患者遥

1. 原则上采取单人单间的
隔离措施袁 可不对隔离场所采
取封闭管理措施遥
2. 居 家 隔 离 人 员 应 不 随
意离开隔离房间袁 确需离开
隔离房间时袁 应佩戴医用外
科口罩遥

封闭式居家观察
渊一冤适用人群

1. 过去 14 天有疫情发生国家或
地区旅居史且满足居家隔离条件的人

渊二冤注意事项

成一件遥
会议强调袁 海南自贸港建设是对
干部能力素质的大考袁 各级领导干部
要加强学习袁先学一步尧学深一层袁成
为各自分管领域的行家里手袁 细化研
究年度工作重点袁 不折不扣抓好贯彻
落实袁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开好局尧起
好步和各项政策措施早落地尧早见效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遥
省委常委尧省委深改委成员尧部分
现职省领导参加会议遥

1. 原则上采取一人一户的封闭式
隔离措施袁严格管理袁确保隔离人员不
外出袁并做好实时监督遥 有条件的袁可
采取视频方式进行监控曰 不具备条件
的袁可安排专人负责现场巡查监督遥
2. 确需陪护的袁 允许一名陪护人
员照看袁 但陪护人员与居家隔离人员
应尽量减少接触袁 居家期间均应佩戴
口罩袁分住不同房间袁接触时应保持 1
米以上距离袁 且陪护人员也一并居家
隔离管理遥
3. 居家隔离人员的生活必需品和
生活垃圾袁 原则上由社区网格员或物
业管理人员在做好自我防护的条件下

员袁详见琼肺炎指也2020页69 号文遥
2. 目前正在采取居家隔离措施的
其他境外来琼人员遥

提供帮助遥
4. 居家隔离人员应坚持每日上下
午测量体温袁 做好记录并每天报给社
区网格员遥 发现体温异常时应及时联
系社区网格员或物业管理人员遥
5. 居家隔离场所应每天坚持不少
于 1 次的清洁消毒袁 特别是要做好居
家隔离人员接触物品表面和生活垃圾
消毒袁 所需酒精及喷壶由所在市县指
挥部提供遥
6. 社区网格员或物业管理人员要
对居家隔离人员测体温尧消毒尧外出等
情况进行实时监督袁 为其提供近距离
服务时袁应佩戴工作帽尧外科口罩尧一
次性乳胶手套袁穿工作服遥

海南调整滞留在鄂人员返琼规定

25 日起可凭“码”返回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吴英艳冤 3 月 25
日袁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下发叶关
于调整我省滞留在鄂 人 员 返
琼有关规定的通知 曳渊以下简
称叶通知曳冤遥
根据湖北省关于解除离鄂
通道管控和武汉市复 工 复 产
安排规定袁 现就我省滞留在鄂
人员返琼有关规定调整如下院
一尧 我省滞留在鄂 渊除武
汉市外冤 的人员 渊含务工等人
员冤袁 从 3 月 25 日起袁 可凭湖
北健康码 野绿码冶 袁通过乘坐飞
机尧 火车尧 汽车等公共交通工
具有序返琼 袁且不用隔离观察遥

二尧 我省滞留武汉的人
员 渊 含 务工 等 人 员冤袁 在 3 月
25 日原4 月 8 日期间袁可凭湖
北健康 码 绿 码 和 核 酸 检测 证
明袁采取 野点对点尧 一站式 冶
的办法袁 精准安全有序返
琼遥 4 月 8 日 后袁 可 凭 湖 北
健康码绿码通过乘坐飞机尧
火车尧 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有序返琼遥
三尧 我省滞留武汉的人员
渊 含 务 工 等 人 员 冤 在 3 月 25
日原4 月 8 日期间返琼的袁 均
应居家隔离观察 14 天遥
四尧 在 3 月 25 日前返琼
的人员按我省原有疫情防控有
关规定执行遥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作风不严不实

琼中查处通报
一起典型案例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王凤 通讯员 陈欢欢 渠东伟冤
日前袁 琼中县纪委监委查处通报了 1
起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作风不严不实的
典型问题遥
据悉袁疫情防控期间袁琼中县发展
改革委(琼中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尧湾
岭镇党委先后于 2020 年 1 月 26 日尧
28 日通知驻村第一书记尧乡村振兴工
作队员下村开展疫情防控及脱贫攻坚
工作袁 但琼中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选
派驻湾岭镇坡寨村第一书记尧 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陈光信在没有向单位和
湾岭镇有关领导请假报告袁 也没有通
过电话尧短信尧微信等方式安排布置工
作的情况下袁直至 2 月 25 日才从广东
徐闻老家返回琼中居家观察袁 未驻村
开展疫情防控及脱贫攻坚工作遥
同时袁 坡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员陈荣在未被县疾控部门强制要求
野居家隔离冶的情况下袁以野居家观察冶
为由未及时返岗袁 直到 3 月 9 日才下
村开展驻村工作遥
2020 年 3 月袁陈光信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袁陈荣受到政务警告处分曰对履
行领导责任不力的琼中县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选派驻湾岭镇坡寨村中队长梁
振江及该局局长赵海强诫勉谈话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