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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明先后调研了中海油智能深
海油气保障仓储中心和福山油田碳捕
捉尧利用与封存实验项目袁强调要推动
油气产业向下游延伸袁 大力发展高端
新材料产业曰 要探索碳汇交易等商业
模式袁把碳封存变成真金白银遥在山口
洋水稻种植基地袁 沈晓明详细了解水
稻种植面积尧 产量和农田灌溉设施建
设等情况袁强调要牢记责任袁深刻认识

粮食主销区也要保面积尧保产量袁坚决
防止耕地野非粮化冶野非农化冶袁全力护
好野米袋子冶遥 沈晓明还到红山农场四
队安置点暗访袁 走进王春容家的临时
安置房袁 查看居住环境袁 询问生活情
况遥他强调袁要加快解决农场职工安置
滞后问题袁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遥
座谈会上袁沈晓明听取了澄迈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袁肯定了取得的

成绩遥 他强调袁要在构建具有竞争优
势的现代产业体系上下更大功夫袁选
准优势赛道袁 提高招商引资水平袁坚
持产城融合袁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提质
增效曰用好马村港港口优势和自由贸
易港政策优势袁大力发展以油服产业
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以临港物
流业为代表的现代物流业曰千方百计
调整种植结构袁扩大品牌农产品种植

规模袁 高度重视品质提升和品牌维
护袁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遥 要
在民生事业和社会治理上下更大功
夫袁 着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袁加
快教育卫生事业发展袁增强社会治理
能力袁让群众在经济发展中有更多的
获得感遥要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下更大
功夫袁统一思想认识袁落实属地责任袁
加快推进颜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治

理和生态修复袁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袁保护好绿水青山尧碧海蓝天遥要在
发挥党建引领上下更大功夫袁把好方
向尧带好队伍袁提升促发展尧解难题尧
抓治理尧拒腐防变的能力袁形成一心
一意谋发展尧凝心聚力干事业的浓厚
氛围遥
省领导沈丹阳尧巴特尔参加调研遥

渊沈伟冤

沈晓明在澄迈县调研时强调

找准定位 发挥优势
打造具有更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海南印发措施进一步加强政府诚信建设

建立政务失信记录系统并公开记录

进一步规范政府行政行为袁建
立和完善政府立信机制遥 海南将健
全涉企政策制定机制袁 规范政府许
可行为袁在制定涉企政策文件时袁充
分听取相关市场主体尧 行业协会商
会的意见曰 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袁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曰保持
政策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袁避免野一
刀切冶曰 规范政府招商引资行为袁严
格依法依规出台优惠政策袁 建立招
商承诺和合同审查机制袁 避免承诺
内容不能兑现遥 建立与海南自贸港
建设相适应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袁
将依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
入清单管理袁地方性法规尧政府规章
原则上不再新设行政许可曰 政策颁
布后应当在 10个工作日内依法公

开袁加快推进决策尧执行尧管理尧服务
和结果全过程公开遥

进一步清理政府失信行为袁实
现政府诚信治理修复遥 针对政府政
策不兑现问题尧政府拖欠款项问题尧
奖补资金兑现不到位问题进行清
理袁 组织对市场主体提出的政策不
兑现事项进行梳理袁 经清理并确认
后建立台账袁 制定落实政策兑现方
案遥建立政府欠账预警制度袁对政府
欠款袁 原则上在不超过 2个预算年
度内安排资金予以解决遥

进一步强化政府服务监管袁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遥 通过搭建政
商交流沟通平台袁 开展政企面对面
活动袁建立重点企业尧重点项目首席
服务专员制度袁 定期召开企业座谈

会袁开展走访调研袁建立有事必应尧
无事不扰的经营便利政策制度袁健
全畅通有效的政企常态化沟通机
制遥 规范政企合作交往袁 对以权谋
私尧失职渎职尧损害政府公信力等违
法违规行为袁依法依规严厉查处遥制
定实施包容审慎监管的指导性意
见袁编制野不罚清单冶和野轻罚清单冶袁
对轻微违法行为探索减轻或免于处
罚的包容审慎监管实施风险分级分
类野信用+智慧冶监管遥

进一步提升政府守信践诺能
力袁健全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遥
由省发改委牵头建立健全政务失信
记录系统袁将省政府各部门尧市县政
府尧管理机构尧派出机构尧事业单位
等财政拨款单位在履职过程中袁因

违法违规尧失信违约被司法判决渊作
为被执行人等冤尧行政处罚尧纪律处
分尧 问责处理等信息纳入政务失信
记录袁 并将有关记录归集至海南自
由贸易港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袁 依托
野海南省政府信用信息网冶和野信用
海南冶等网站依法依规逐步公开袁接
受社会监督袁实现政务信用信息归
集尧联动奖惩尧信用监测尧信用修
复尧考核评价等主要功能遥 健全守
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袁建立健全
信用信息异议尧投诉和容错纠错机
制袁实行信用权益保护和信用修复
机制遥 完善政务诚信监督考核机
制袁建立社会监督和第三方机构评
估机制袁鼓励对政务失信行为进行
投诉举报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史若木冤 近日袁海南印发叶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诚信建设的若干措
施曳袁将通过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尧清理政府失信行为尧强化政府服务监管尧提升政府守信践诺能力等 4方面举
措袁充分发挥政府在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表率和引领作用袁优化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遥

叶意见曳的出台袁将拓展公益诉
讼领域遥 在安全生产法已明确将安
全生产工作纳入检察公益诉讼领域
的基础上袁叶意见曳 拓展在自然灾害
防治尧 消防安全等领域探索推进检
察公益诉讼工作遥
同时袁加强案件办理协作遥各级

应急管理部门及时向检察机关移送
涉及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领域公益
诉讼案件线索遥 检察机关依法加强
对相关案件的法律监督袁 对可能存
在重大尧 突发公共安全事故隐患的
线索或材料袁及时向相关部门通报曰
对不依法履行职责袁 致使应急安全
生产领域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行政
机关袁依法发送诉前检察建议袁督促
其依法履职遥 2020年至 2021年袁省
应急管理厅向省检察院移交森林防
火案件线索 46件袁共立案 17件遥
此外袁叶意见曳 注重诉前诉中协

商遥检察机关立案后袁在提起诉讼前
或者诉讼过程中袁 相关行政机关如
果采纳检察建议袁及时依法履职袁检
察机关将作结案处理或撤回起诉遥
既能节约诉讼成本袁 也能充分体现
法律监督保护公益的最终目的遥

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运转袁推
动了疑难复杂问题的解决遥 形成公
共安全保护合力袁 破解应急管理领
域监管困境袁 共同推动解决了一批
自然灾害防治尧安全生产尧消防安全
方面长期存在的危害公共安全疑难
复杂问题袁 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遥

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运转袁还
提升了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职意
识遥 针对安全生产尧自然灾害防治尧
消防安全等领域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未有效履行安全防范职责的情况袁
通过检察机关的行政公益诉讼监
督袁 促使有关部门重新认识并精准
梳理自身职责袁修订完善权责清单袁
提升依法履职意识遥

与此同时袁 公益诉讼协作机制
的运转有助于厘清部门之间的职责
界限遥 自然灾害防治尧安全生产尧消
防安全等应急管理领域涉及的社会
面广尧 职能部门多尧 面临的情况复
杂袁 存在部门之间职责边界不清的
问题遥通过检察机关独立尧外部的公
益诉讼监督袁 能够有效帮助部门之
间厘清界限尧定分止争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魏铭纬 实习记者 郑塞
雯冤 6月 22日袁 商报记者从海南
省应急安全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袁2020 年以来袁
全省检察机关共发现应急安全领
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190件袁立
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187件袁发
出诉前检察建议 135件遥
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顺

华介绍袁全省检察机关坚持野预防
为主冶野重点整治冶野协同推进冶的
司法理念袁灵活运用诉前磋商尧公
开听证尧圆桌会议尧检察建议等多
种方式袁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袁
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整治遥
据介绍袁 全省检察机关强化

组织实施袁推进专项监督袁积极开
展应急安全领域公益诉讼 野小专

项冶监督活动袁如针对海南森林火
灾多发尧危害公共安全问题袁2020
年检察机关向森林防火主管部门
发出检察建议书 14份遥主管部门
整改率为 100%袁 推动 2021年全
省发生森林火灾起数与 2020 年
相比下降 68.75%袁受害森林面积
下降 91.36%遥 同时袁紧紧围绕党
委政府关注尧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危险化学品尧特种设备尧消防尧
道路交通安全等重点领域袁 依法
能动履职袁强化溯源治理袁通过开
展类案监督助推社会治理遥

据了解袁 省检察院与省应急
管理厅会签了 叶关于在应急管理
领域建立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
的意见曳袁 指导双方在安全生产尧
自然灾害防治尧消防安全等领域全
面加强协作配合袁形成共治合力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冤 6月 22日袁商报记者从海
口市发改委获悉袁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期间 渊7 月 24日-8 月 1
日袁共 9天冤袁海口市将对旅游饭店客
房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遥
据了解袁 政府指导价采用最高限

价方式遥在实施政府指导价期间袁全市
所有旅游饭店客房实际交易价格袁最
高涨幅不得超过首届消博会期间旅游
饭店同等房型的 20%遥 2021年 6月 1
日以后新开业的旅游饭店袁 应当参照
同等地段尧 同等档次旅游饭店客房价
格水平袁确定政府指导价遥
根据海口市发改委近日公示的客

房价格备案表袁 目前已有 121家单位
备案袁根据不同客房类型袁备案价格从
88要38888元/间/天不等遥

商报全媒体讯 6月 22日袁省委书记沈晓明到澄迈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袁强调要在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找准定位袁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优势袁打造具有更
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袁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后劲遥

海南加快推动应急管理领域建立公益诉讼协作机制

破解监管困境 形成公共安全保护合力

海南推进应急安全领域专项监督

两年来共立案办理
公益诉讼案件187件

第二届消博会期间

海口客房价格
实行政府指导价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史若木冤 6月 22日袁省政府批复
同意继续延长境外游艇临时进出海南
省东营尧博鳌尧石梅湾神州半岛尧海棠
湾尧南山尧龙沐湾尧棋子湾和临高角等
8个非开放水域期限袁期限自 2022年
7月 16日至 2023年 1月 15日遥
省口岸办公室应确保临时进出我

省上述 8个水域的境外游艇严格遵守
我国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军方有关规
定袁严格落实我国疫情防控各项要求袁
提前报告船舶进出港动态袁 做好游艇
在船人员管理袁 遵守国家通航管理规
定袁确保船舶安全遥

8个海域延长
临时开放期限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铭纬 实习记者 郑塞雯冤 6月 22日袁商报记者从海南
省应急安全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袁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尧海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印
发叶关于在应急管理领域建立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见曳渊以下简称叶意见曳冤袁在全省范围内
推动建立覆盖安全生产尧自然灾害防治尧消防安全等应急管理领域的公益诉讼协作机制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冤 近日袁海南省交通运输
厅会同省财政厅印发 叶关于机场和主
基地运输航空公司防疫补贴实施细
则曳渊以下简称叶细则曳冤遥 叶细则曳旨在
加快援企纾困补贴资金支付遥补贴资
金专项用于对美兰机场尧 博鳌机场尧
三亚机场尧三沙机场袁以及海南航空
等主基地运输航空公司尧国内其他运
输航空公司在海南设立的分尧 子公司
的国内客运航班直接防疫支出进行补
助遥 补贴标准为每架次渊起尧降各为 1
架次冤 分别给予机场尧 航空公司 200
元遥补贴执行期限为 2022年 5月 1日
至 10月 31日遥

每架次 200元
海南发布实施细则
对机场航司给予防疫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