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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明在省委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团结一切关心支持参与海南发展的力量
万众一心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冯飞毛万春参加
商报全媒体讯 11 月 24 日袁 省委
统战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袁 会议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
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袁 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统战工作会
议精神袁研究部署我省统战工作遥省委
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袁省委副书记尧
省长冯飞主持袁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等
省领导出席会议遥
沈晓明强调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

思想是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史的智
慧结晶袁 为抓好新时代统战工作指明
了方向袁提供了遵循遥全省上下要全面
深入学习领会袁 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和
历史方位袁 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
作用袁提高统一战线的工作质量水平袁
最大限度凝聚人心尧汇聚力量袁万众一
心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标志性成果遥
沈晓明指出袁统战工作贵在用心尧
难在务实袁 要紧扣加快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所需袁 奋力谱写海南统战
工作新篇章遥要坚持尧发展和完善好中
国新型政党制度袁 健全协商平台和机
制袁 积极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围绕省委中心工作开展调研尧建言
献策尧加强监督袁营造肝胆相照尧民主
和谐的良好氛围遥 要团结支持党外知
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干事创
业袁 做到在思想政治上加强引领尧在
发挥作用上畅通渠道尧在事业发展上
支持帮助遥 要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

育袁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袁健全
沟通协商机制袁积极落实助企纾困相
关措施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遥 要做
好新时代民族和宗教工作袁聚焦野发
展冶袁办好民族地区教育事业袁因地制
宜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尧 乡村旅
游尧黎锦等特色产业袁不断增强民族
地区的自我野造血冶功能曰聚焦野引
导冶袁 提升基层宗教工作治理能力和
水平袁扎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野海

南实践冶遥 要充分发挥港澳台和海外
统战作用袁 深化经贸文化合作交流袁
加强青年一代交流袁不断扩大野朋友
圈冶遥 要做好网络统战工作袁 强化沟
通尧激浊扬清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遥
沈晓明要求袁 要加强党对统战工
作的领导袁压实各方责任袁防范化解风
险袁强化统战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袁形
成推动海南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合力遥
渊沈伟冤

沈晓明在调研野三医联动一张网冶工作时强调

完善工作机制 创新监管模式
不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商报全媒体讯 11 月 23 日袁 省委
书记沈晓明在海口调研 野三医联动一
张网冶工作袁强调要完善工作机制袁创
新监管模式袁推动野三医联动冶改革袁不
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袁 减轻群众就医
负担遥

沈晓明先后到省医疗保障局尧海
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袁 调研医疗费用监
管尧医保基金运行和药品招采等工作袁
了解海南智慧医保一张图尧 三医助手
临床智能提醒等应用系统运行情况遥
沈晓明对野三医联动一张网冶建设

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肯定遥他强调袁
要加强顶层设计袁坚持实事求是袁做好
医疗保障筹资尧 医保基金运行和医疗
费用监管等工作遥要坚持量入为出袁合
理控制医疗费用袁 优化医保实际报销
比例袁提高门诊报销比例袁提升医疗资

源利用率遥要不断完善野三医联动一张
网冶功能袁采取弹窗提醒等方式袁规范
医疗行为袁控制医药成本袁防止重复检
查和过度医疗等问题遥 要创新监管方
式方法袁用好信息技术手段袁减少人为
干预尧脱离人情因素袁提升野非接触式冶

海南出台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法

加强海域使用管理 规范审批出让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史若木冤 近日袁我省印发叶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法曳
渊以下简称叶办法曳冤袁要求按照野谁审批尧谁监管冶的原则袁在优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做好用海审批
出让和监管工作遥 叶办法曳适用于在我省持续使用特定海域 3 个月以上排他性用海活动的审批出让遥
叶办法曳明确袁单位和个人需要
使用海域尧 拟通过申请审批方式取
得海域使用权的袁 可自行或委托有
关技术单位按照国家海域使用论证
技术规范要求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
告书(表)遥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表)
编制完成后袁 由意向用海人向用海
项目所在市尧县尧自治县资规部门提
交审查申请曰跨市尧县尧自治县的袁向
省资规厅提交审查申请遥
资规部门收到审查申请后袁应
当将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表)在政
府门户网站公示袁 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遥 资规部门应当在公示
期间同步组织开展现场踏勘遥 公示
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袁 资规部门组
织完成海域使用论证专家评审袁并
出具专家评审意见遥

叶办法曳要求袁资规部门应当建
立海域使用论证评审专家库遥 评审
专家库应当包括海域使用论证所需
各类专家袁 根据专家业务能力及信
誉等条件袁及时调整和更新遥评审专
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要求作
出明确的用海是否可行尧 海域使用
论证报告是否通过评审的意见遥
叶办法曳指出袁不需 要 以 招 标尧
拍卖和挂牌方式出让的项目用海袁
由意向用海人向项目所在市尧 县尧
自治县资规部门提交申请曰 跨市尧
县尧自治县的项目用海袁向省资规
厅行政审批窗口提交申请遥 项目用
海应当在政府门户网站尧项目所在
地乡镇尧村委会等特定公共场所进
行公示袁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
日遥 公示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尧用海

申请人名称尧项目性质和用海的位
置尧面积尧坐标尧类型尧用途等与用
海相关的信息遥
以招标尧 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
的项目用海袁 意向用海人应当向项
目所在市尧县尧自治县资规部门提交
申请曰跨市尧县尧自治县的袁向省资规
厅行政审批窗口提交申请遥
叶办法曳强调袁海域使用权的出
让标底尧 底价应当以宗海价格评估
结果为基础袁 不得低于海域使用金
标准和补偿费尧海域测量费尧海域使
用论证费尧 海域评估费和招拍挂工
作经费等前期工作费用的总和遥 在
招标开标前尧 拍卖或者挂牌活动结
束之前袁招标标底和拍卖尧挂牌底价
应当严格保密袁且不得擅自变更遥
出让方案应当包括出让海域的

界址尧面积尧用海类型尧用海方式尧使
用年限尧出让方式尧海域使用管理要
求尧出让起始价等相关内容遥出让方
案获批后袁以招标尧拍卖或挂牌方式
出让的项目用海进入同级人民政府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出让遥 未设
立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的袁 统一
进入省政府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出让遥
根据叶办法曳袁海域使用权人依
据用海批复(或海域使用权出让合
同)缴齐海域使用金后袁 向 项 目所
在市尧县尧自治县不动产登记部门
提出海域使用权登记申请遥 市尧县尧
自治县不动产登记部门收到登记
申请材料袁在 3 个工作日内给予办
理登记手续袁颁发海域使用不动产
权证书遥

跨境电商 B2B 出口业务系统通过测试

海口江东新区开启跨境电商出口全模式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
记者 王辉冤 11 月 23 日袁 位于海口
江东新区临空经 济 区 的美 兰 机 场
国际货站顺利完成 与中国电子口
岸数据中心海口分中心系统对接
联 调 袁 标 志 着 跨 境 电 商 野9710冶
野9810冶出口业务具备申报条件遥 随
着跨境电商 B2B 出口通道全面打
通袁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将具备跨境
电商出口全模式运行条件袁填补全
省 跨 境 电 商 野9710冶 野9810冶 业 务 通
道空白袁为助力海南自贸港高水平

开放尧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袁为广
大企业把握国际贸易新业态机遇袁
促进野国货出海冶尧布局海外市场架
设了新桥梁遥
相比一般贸易申报通关模式袁
跨境电商 B2B渊9710尧9810冤出口新
政申报手续更简化袁 物流和查验也
更便捷袁通关效率提高尧出口成本降
低袁为卖家提供了便利袁有助于企业
获取更多的国际订单遥 口岸通关每
标准集装箱货物 野查验-安检-理
货-组板-装机冶全流程通关效率可

达 4 小时袁比肩上海尧深圳遥 美兰机
场口岸将于近期完成跨境电商 B2B
出口业务实单测试袁 已处于全国机
场口岸领先水平遥
截至目前袁 江东新区已成立雅
途跨境电商产业基地袁并设立 10 亿
元跨境电商产业基金遥 已招引亚马
逊平台国内销售额 TOP10 的傲基
科技尧猿人科技尧福建纵腾等 3 家龙
头企业落地遥
据悉袁2022 年 1-10 月袁江东新
区 新 增 国 际 贸 易 市 场 主 体 约 500

家袁 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超 50 亿
元袁同比增长 361%袁占全市进出口
贸易总额比重的 10.3%遥
下一步袁 江东新区将充分发挥
海南自贸港贸易自由便利化措施袁
持续优化航空口岸营商环境袁 加强
货运航司尧 跨境电商及物流服务商
等头部企业的招商引资力度袁 拓展
面向东南亚尧 欧美等国家及地区的
跨境电商出口业务袁 建立健全跨境
贸易服务体系袁 增强中国制造国际
市场竞争力遥

监管水平曰整合监管力量袁加强医保与
卫健尧药监等部门的协作配合袁做到协
同监管曰 强化信息系统预警提示和统
计数据结果运用袁加强线下核查督查袁
做到线上线下联动监管遥
省领导巴特尔参加调研遥 渊沈伟冤

琼海发布 6 个深化拓展
野查破促冶活动典型案例

为群众解决一批
“急难愁盼”问题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
者 王春棠冤 11 月 24 日袁 琼海市召开
野能力提升建设年冶暨深化拓展野查堵
点尧破难题尧促发展冶活动典型案例新
闻发布会袁发布了涉及拆迁安置尧直通
联办尧志愿服务尧乡镇赋权尧信用体系
以及金融融资等 6 个具有示范尧 引领
价值的典型案例遥
据介绍袁 琼海精准查摆并推动破
解了一批重大改革推进慢尧 重大平台
载体引进难尧重大项目渊产业冤落地难尧
历史遗留问题破解难等方面的堵点难
题袁 解决了一批群众和市场主体急难
愁盼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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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花岛博物馆
社科普及示范基地
正式挂牌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
者 徐明锋冤 11 月 22 日上午袁 海花岛
博物馆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挂牌仪
式在儋州市海花岛举行袁并启动野传播
黎苗文化袁助推乡村振兴冶社会科学普
及周活动遥
据悉袁 海花岛博物馆普及示范基
地是省社科联 2022 年新成立的省级
社科普及示范基地袁举办的野传播黎苗
文化袁助推乡村振兴冶社会科学普及周
活动袁 旨在向公众宣传海南特色民族
文化袁推进优秀文化遗产保护袁助力乡
村振兴遥通过举办此类活动袁充分发挥
社科普及基地在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
中的社科普及尧 公共教育以及宣传引
导作用袁 力争打造成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文化建设的野金名片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