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二 三亚新闻网 www.sanyarb.com.cn

S A N Y A R I B A O

今日8版/第8193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46-0031中共三亚市委机关报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出版

辛丑年四月初七 2021年 5月 18

本报地址：三亚市迎宾路荣耀世纪大厦八楼 邮编：572000 Email: sanyarb@126.com □ 2021年度全年定价：468元总值班 / 陈太贤 值班主任 / 王鑫 张雪锋 编辑 / 蔡炳先 美编 / 陈钰靖 杨智宏 校对 / 符莉萍

□办公室/31886999 发行营销部/88662030 传真/31886990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353号 广告承接：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广告运营中心 广告热线：31885668 传真：31886920 □本报电脑照排 □三亚市力建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深入开展“制度建设年”行动Sy
本报讯（记者 张雪锋）5 月 17 日

上午，三亚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升
三年（2021—2023 年）行动动员部署大
会在市委党校召开。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周红波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
想、明确方向、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升三年行动，加快
夯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建机制，全
面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三亚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升
三年（2021—2023 年）行动实施方案》
提出，三亚将通过开展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提升三年行动，不断完善城市管
理和服务，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着力
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准，切实改善城市

环境，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更加美
好。该实施方案包含提高规划设计管
理水平、有序推进城市更新、优化城市
交通环境等六大方面27项工作内容。

周红波在讲话中指出，要提高政
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提升三年行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重大举措，是
高水平高质量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标
杆城市的具体实践，是推进城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各区各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齐心协
力推进各项工作，力争用三年时间推
动三亚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达到全
省领先、全国一流，以提升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水平的实际成效推动三亚高质
量发展。

周红波强调，要锚定目标任务，统
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坚持高
起点规划，凸显城市底色、城市元素、
城市定位、城市追求，推动形成城市发
展整体效应；坚持高水平建设，不搞大
拆大建，以完善城市功能和提升服务
水平为抓手，着力推进城市转型升级；
坚持精细化管理，下足“绣花”功夫，
持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加
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
做好要素保障，做好廉政风险防控，加
强督促指导和宣传引导，确保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提升三年行动取得实效。

张震华、包洪文、周廉芬、王利生、
傅君利、刘钊军、尚林、陈祥军、兰江
峰、谭萍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包洪文
主持会议。>>>相关报道见二三版

三亚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升三年（2021—2023年）行动动员
部署大会召开

加快夯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建机制
全面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周红波讲话 张震华包洪文周廉芬王利生出席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开新局、育新机、谋新篇”

新华社海口 5 月 17
日电（记者 吴茂辉）海南
省近日出台文件，明确了
2021 年至 2023 年三年投
资新政策，提出把制造业
提质增效、稳定发展放到
更加重要的位置。

根据 2020 年印发的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是海南重点发展的三大主
导产业。在此基础上，海南近日印发
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新政三年行
动方案（2021－2023 年）》，将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和制造业也纳入鼓励发
展的范畴，提出构建“3＋1＋1”现代
化产业体系。

根据方案，海南将围绕“3＋1＋
1”产业、“五网”基础设施、民生公共
服务、社会投资等重点领域，高度聚
焦投资效益与质量，着力在扩大有效
投资方面下功夫，通过实施新政策，
在完成年投资增速不低于 10％的同

时，到 2023年，全省投资结构更加合
理，投资质量明显提高，投资效益逐
步提升，产业集群效应进一步释放，
产业投资对GDP拉动作用更加凸显。

方案明确，注重产业投资结构和
质量，扩大有效投资。注重实体经济
发展和产业投资质量，主动调整投资
结构，切实提高“3＋1＋1”产业在投
资中的占比。高质量投资建设一批
重大产业平台，建成 2－3 个千亿级
和 5－7 个百亿级重大产业平台，带
动形成若干创新要素集聚、配套体系
完备的产业集群。2021－2023 年，

“3＋1＋1”产业每年投资增速 12％

左右，至 2023 年投资
总额占全社会固定资
产 投 资 比 重 不 低 于
67％，增加值占地区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达 到
70％以上。

方案提出，把制造
业提质增效、稳定发
展放到更加重要的位

置，做好增量发展和存量调整，把全
省制造业做实做优做强。在主要工
业园区布局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
航空器、机器人、海工装备、游艇等高
端装备制造及维修业态，打造一批有
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应
用和市场为导向，鼓励和支持国内外
大型装备企业在海南实施技术成果
转化，开展省内企业绿色、智能化技
术改造，积极培育装备制造产业发展
生态；持续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
级，应用新技术为传统产业提质增
效，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

海南实施三年投资新政策
明确扩大制造业有效投资

本报海口5月17日电 5月 17日，
省委书记、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主持
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大力度完成中
央环保督察各项整改任务，提高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

省长、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省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一副组
长冯飞作工作部署。李军等省领导参
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生态环境保护百日

大督察工作情况报告，审议通过了《全
省禁塑工作突出问题整治方案》等文
件。

沈晓明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海南的生态环境保护，在多个场
合反复叮嘱我们要保护好绿水青山、
碧海蓝天。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增强思想自觉，从心怀“国之
大者”、践行“两个维护”的高度认识
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绝不可
在生态环保上掉以轻心。

沈晓明指出，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任务大部分已经完成，但剩下来的都
是难啃的硬骨头。要盯住时间节点、
扭住关键环节，做到责任再压实、措施
再精准、督察再盯紧、作风再严实，科

学制定整改方案，依法依规，科学施
策，不留后遗症，避免二次污染，确保
高质量完成好中央环保督察各项整改
任务。

沈晓明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
对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处理好保护与发
展、全面与重点、长远与当前的关系，
把实现碳平衡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标
准，加强海洋碳汇研究，探索建立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把“绿水青山、碧
海蓝天”变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变成
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到各
市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 （沈 伟）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暨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领导小
组会议强调

以更大力度完成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
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冯飞李军参加

本报海口 5 月 17 日电 5 月 17
日，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
员会主任沈晓明主持召开会议，强调
要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牢
牢把握全面依法治省的正确政治方
向，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营造国际一流的
自由贸易港法治环境。

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
副主任冯飞，省委副书记、省委全面
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李军，以及部
分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常务委
员、委员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落实《中央依法治国
办关于对海南省开展党政主要负责
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
责及法治政府建设实地督察的反馈
意见》整改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了《中

共海南省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具体措施及责任分工
方案》等文件。

沈晓明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既立
足当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
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临的深层次
问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海南自
由贸易港法治体系，努力让法治环境
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硬核力量、靓
丽名片。要抓紧完善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律法规体系，持续配合推进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立法，做好调法调规、
重点领域立法等工作，更好发挥法治
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要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做好重大行政决
策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律审核工作，

严格依法行政，尊重并执行法院判
决，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机制，确
保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
扎实推进司法领域改革，完善司法责
任制，健全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深入
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集中开展全
省法律服务业专项治理，确保社会公
平正义。要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法
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创新普法宣传方
式方法，加强法治领域制度集成创新
的应用与推广，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有力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
加强对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压实各
级“一把手”的第一责任人职责，发挥
中央依法治国办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的倒逼作用和依法治省办的协调作
用，不断提高各领域工作法治化水
平。 （沈 伟）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要求

营造国际一流的自由贸易港法治环境
冯飞李军参加

本报讯（记 者 刘 少 珠）5 月 17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制度建
设年”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周红波
调研“制度建设年”行动工作并主持
召开推进会，强调要统筹兼顾、把握
重点、整体谋划，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制度建设年”行动，为三亚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周红波先后来到市“制度建设
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管理办公室、市旅游警
察支队、市旅文局、市政务服务中心，

了解工作体系、权责分配、制度建设
等情况。

推进会听取了全市“制度建设
年”行动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市资规
局、市住建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
部门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认识
逐步提高、成效逐步显现、获得感逐
步增强。”周红波充分肯定了全市“制
度建设年”行动工作取得的成效，要
求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统筹兼顾、
把握重点、整体谋划，防止“上热下
冷”“前紧后松”“浅尝辄止”。他强

调，要严格按照《三亚市“制度建设
年”行动方案》，明确任务“进度图”、
具体“施工图”、人员“责任图”，做到
推进有度、心中有数。要把“制度建
设年”行动与党史学习教育、作风整
顿建设年、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升三
年行动等工作结合起来，注重工作关
联、协同推进。要坚持问题导向，精
准靶向施策，把工作重点放到解决实
际问题上，大胆运用样本观察、媒体
晒效、第三方评估等手段，持续提升

“制度建设年”行动质效，提升群众对
制度建设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尚林参加。

周红波调研“制度建设年”行动工作时强调

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
持续提升“制度建设年”行动质效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营造健康卫生环境营造健康卫生环境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纸类
回收”“塑料回收”……在三亚金鸡
岭路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服务中心，
智能垃圾回收机上有各类回收物对
应的字样，每个字样后都有一个垃

圾桶，居民扔垃圾时，可通过刷卡或
扫码，打开不同垃圾桶盖进行分类
投放。

这 里 已 成 为 居 民 日 常“ 打 卡
点”，动动手指、刷刷卡，垃圾就能被

回收，还能赚取“积分”换取各类礼
品。

图为 5 月 16 日，一位小朋友在工
作人员指导下使用智能垃圾分类回
收机。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成居民日常“打卡点”

5 月 17 日，三亚召开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提升三年行动动员大会，提出
27 项工作任务，计划通过三年时间，
全面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奋
力打造充满活力魅力的世界级滨海旅
游城市、开放创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标杆城市、宜居宜业的民生幸福城市。

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具
体行动，是科学把握三亚发展大局作
出的重要决策，是针对三亚当前发展
短板弱项提出的系统全面的解决方
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标战略
定位，实现三亚美好生活蓝图的“行动
纲领”。提升三亚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水平，刻不容缓！

提 升 三 亚 城 市 规 划 建 设 管 理 水
平，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的迫切需要。在海南建设自贸
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
对海南自贸港的发展规划建设管理，
习近平总书记有很多重要指示，中央

12 号文件也有明确要求，奋力打造自
贸港新标杆的三亚，必须迅速行动起
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讲话，和对城
市工作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立足新发展阶段，高质量高标准推
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不断开创城市
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是
推进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的迫切需要。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
际旅游目的地，三亚的治理管理能力
一直在提升。但对标国内外优秀城
市，我们的短板还很明显：规划的科学
性、法定性、权威性不够；产业规划与
国土空间等各级各类规划的衔接还不
紧密；城市管理精细化不足；智慧城市
建设还需要提高……我们必须马上行
动，夯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建机制，
持续推进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才能真正扛起“海南自由贸易港
新标杆”担当。

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是

建设宜居宜业的民生幸福城市的迫切
需要。城者，所以盛民也。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提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
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都是改善民生。城市规划
合理，管理精细化人性化，出行不堵
车，下雨不内涝，上班上学就医方便，
出门就有公园，到处干净整洁，文化氛
围浓厚，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标杆城市
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必须马上行
动，从一点一滴做起，改善市民游客生
活 体 验 ，让 三 亚 更 加 宜 居 、宜 业 、宜
游，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在自贸港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三
亚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升三年
行动”，是城市发展历程上又一重要里
程碑。全市上下必须领会行动的重大
意义和深刻内涵，奋力完成每一项工
作任务，争取三年后的三亚，城市更加
宜居，产业更加兴旺，人民更加幸福，
各项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不负众望成
为名副其实的海南自贸港新标杆城市!

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刻不容缓
—— 一论三亚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升三年行动”

本报评论员

高质量投资建设一批重大产业平
台，建成2－3个千亿级和5－7个百亿
级重大产业平台，带动形成若干创新要
素集聚、配套体系完备的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