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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符雄助 通讯员 卢音冤 6 月 23
日袁 海南省扫黑除恶清零攻坚战役调
研指导工作会议在三亚召开遥
会议要求袁 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袁坚决扛起责任担当袁坚
决把中央尧 省委关于扫黑除恶的各项
工作部署落实到位袁 确保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袁 确保取
得清零攻坚战役和专项斗争收官之战
的全面胜利袁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
坚强的法治保障遥 要精准聚焦任务目
标袁扎实推进野六清冶行动各项工作任
务遥 要创新工作方法袁解决突出问题袁
不断扩大野黑财清底冶工作战果遥 要在
长效长治上下功夫袁 建立健全与地方
发展客观实际和特色相适应的社会综
合治理长效机制袁 彻底铲除黑恶势力
滋生蔓延的土壤遥

交通运输部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三大举措落实国际船舶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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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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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魏铭纬冤 商报记者 6
月 23日从省发改委获悉袁今年 6
月该委会同省住建厅将保障性
安居工程 2020年第二批中央预
算内投资计划 1635万元转下达
给琼海市尧五指山市尧昌江县遥

省发改委表示袁根据叶国家
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
于下达保障性安居工程 2020年
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
通知曳袁 此次下达的资金将用于
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设
施建设遥

1635万元
琼海五指山昌江获批中央预算内资金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陈王凤冤 6月 22日袁商报记
者从省委人才办获悉袁 该办近日印
发 叶海南省引进高层次人才跟踪考
核暂行办法曳 (以下简称 叶暂行办
法曳)袁 将对在我省引进服务期内经
认定的各类高层次人知袁 以及入选
省级人才引进项目的高层次人才进
行跟踪考核遥

跟踪考核以各类高层次人才
引进合同尧 引才项目约定的工作

目标任务等为主要内容袁包括院道
德品质尧能力水平尧业绩贡献尧在
岗情况遥 其中袁道德品质作为高层
次人才考核的首要内容和基础袁
实行道德失范 野一票否决制冶曰在
能力水平方面袁 考核着重评价高
层次人才责任担当尧专项攻关尧工
作推进尧任务落实尧团队建设尧人
际沟通等方面的业务素质袁 引导
高层次人才提升综合能力曰 在业
绩贡献方面袁考核突出野以贡献论

英雄冶袁注重考察高层次人知的专
业性尧创新性尧实效性袁重点评价
高层次人才履责绩效尧创新成果尧
实际贡献袁 鼓励高层次人才在不
同领域尧不同岗位作出贡献尧追求
卓越遥
高层次人才跟踪考核分为年度

考核尧任期考核和五年两次(期中尧
期满) 跟踪考核遥 考核结果分为优
秀尧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次袁高层次
人才年度(期中)考核合格以上的继

续落实相关待遇曰任期(期满)考核
优秀的可结合实际给予持续稳定支
持遥考核不合格的袁根据相关规定取
消其高层次人才资格袁 停止享受相
关优惠政策遥

省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叶暂行办法曳的出台袁进一步完善高
层次人才考核评价机制袁 加强对引
进高层次人才的跟踪服务袁 激励各
类高层次人才积极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作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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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柯育超 实习生 伍芝颖冤 6月 23
日上午 10时袁国家禁毒委在北京举行
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
表彰大会袁 海南省分会场以电视电话
会议的方式在海口同步举行遥
会上袁 国家禁毒委对全国 100个

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和 100个先进个人
进行表彰遥其中袁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
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尧 海南省文昌市公
安局禁毒大队尧 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
禁毒警察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杨成
龙尧 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凤
凰派出所所长辛宇航尧 海南省海口市
美兰区海甸街道社戒社康办公室副主
任符良玲等 2个集体和 3名个人袁荣
获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遥

据孙文剑介绍袁建立野中国洋
浦港冶为船籍港的船舶登记制度袁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尧 国务院支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一项重
要举措袁 是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的重要抓手袁 是航运界的一件大
事遥交通运输部高度重视袁积极探
索袁 推动落地主要工作包括三个
方面遥
一是组建船舶登记中心遥借

鉴国际海运强国经验袁在海南组
建专门的船舶登记机构袁 为海
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登记制
度的落实提供实施机构保障 遥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是该机构
的主管机关 袁按照特别登记程
序规定具体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国际航行船舶提供海事服
务袁实现全岛通办袁提高海事政
务服务效率遥

二是制定特别登记程序遥 放
开国际航行船舶登记主体的外资

股比限制袁 逐步放开船舶检验业
务曰 探索创新建立准入前船舶技
术状态核查制度曰提供 24小时不
间断尧覆盖全球得政务服务能力袁
提供网络信息化申请渠道实现
野不见面办理冶袁简化材料尧优化审
批环节和时限袁实现野当场快捷办
理冶曰借鉴先进经验施行野电子化
船舶证书冶等遥

三是探索野临时登记冶野卖据冶
登记制度遥 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境
内法律体系的野临时登记冶登记
制度袁促进进口船舶快速进行船
舶所有权登记公示袁实现进口船
舶在境内快速办理抵押贷款融
资相关业务曰研究国际航运普遍
适用的野卖据冶制度中的登记项
目要素袁将其适合境内法律体系
要求的要素引入海南自由贸易
港登记制度中袁加快船舶所有权
在取得尧转让和消灭环节的登记
公示效率遥

海南将对引进高层次人才进行跟踪考核

首重道德品质，道德失范“一票否决”

国家发改委向海南自贸港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 35亿元

重点支持全局性基础性长远性项目

国家禁毒委表彰
先进集体和个人

海南2集体3个人
获先进荣誉称号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3 日从国家
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袁为贯彻落实叶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曳袁 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袁2020年袁
国家发改委分两批下达中央预算内
投资 35亿元袁 用于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遥

据介绍袁资金重点支持一批全局
性尧基础性和长远性项目遥 一是直接
关系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大基础设
施袁如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尧综合保
税区监管设施等风险防控设施曰二是
崖州湾科技城尧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尧洋浦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功
能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尧 科技平台项
目曰 三是聚焦旅游业等主导产业袁进
一步夯实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基
础曰四是结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化防控要求袁支持海南省人民医院医
教协同等疫情防控补短板项目遥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袁下
一步将加快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重
大工程项目建设袁及时帮助协调解决
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袁持续加大
对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资金和政策支
持力度遥

我省召开扫黑除恶
清零攻坚战役调研指导会

精准聚焦目标
坚决打赢战役

商报全媒体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 在交通运输
部 6月 23日下午在线举行的 6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袁交通
运输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孙文剑表示袁 交通运输部将采取三
大举措袁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遥 6月 4日袁中远海运野兴旺冶
轮成为第一艘以野中国洋浦港冶为船籍港注册的货轮袁标志着
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关船舶登记政策已经正式落地实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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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王凤冤 6月 23日袁省长沈晓明
赴文昌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遥他强调袁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
南自贸港建设重要指示尧叶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曳 和省委七届八次
全会精神袁 把自贸港建设各项任务落
到实处袁 以超常规举措推动实现全年
超常规发展遥
沈晓明实地考察了文昌燃气要蒸

汽联合循环电厂工程和文昌国际航天

城起步区等重点项目建设遥他强调袁航
天城是文昌未来发展的重要机遇袁要
统一思想尧形成合力袁将其作为落实自
贸港建设最重要任务加快推进袁 商业
发射区和旅游区要同步规划尧 同步推
动尧同步建设遥
沈晓明来到约亭工业园尧 椰子大

观园尧宋氏文化园尧春光椰子王国尧国
家 渊海南冤 热带植物隔离检疫中心等
地袁了解园区建设及产业发展情况遥他
指出袁全域旅游就是行行搞旅游尧处处

是景点袁 要推动农业及加工业与旅游
业融合发展袁并用好自贸港政策袁做大
做强椰子产业遥
沈晓明还以不事先通知的方式袁

突击检查文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扩建渊二期冤项目进展袁要求按照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方案袁加快项目建设
进度遥
座谈会上袁 沈晓明听取了文昌市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袁 强调要认真
学习领会自贸港建设对海南的重要意

义袁 正确认识自贸港建设和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关系袁 扎实推进文昌国际
航天城起步区尧 商业发射区和旅游区
建设袁找到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袁多做打
基础尧补短板的工作遥 要坚持两手抓袁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胜利曰完
成好省政府工作报告对文昌布置的任
务袁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曰以更大决心抓
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袁 争取冯家湾近
海养殖污染问题整改做成 野样板冶曰集
约节约利用土地袁做好土地开垦尧撂荒

地复耕等工作曰补齐民生短板袁巩固扶
贫成果袁 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
化建设袁 提高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袁加强老旧小区改造曰抓好
安全生产袁特别是做好野三防冶工作遥

就文昌市野十四五冶规划编制袁沈
晓明要求袁 强化与自贸港建设任务及
其他规划的衔接袁 注重与周边市县联
动袁加强海岸线保护袁做好城乡规划建
设袁加快航天城建设遥
倪强参加调研遥

沈晓明在文昌市调研时要求

以超常规举措
推动实现全年超常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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