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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专员名单和联系方式

本报讯（记者 刘佳）7月 13
日，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
班办公室发布《海南省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关于推行
海南省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制度
的通告》。经省政府同意，决定
在全省推行企业首席服务专员
制度，建立省、市县（区）、乡镇
（街道）三级企业首席服务专员
和服务保障团队共 2258 人。其
中三亚167人，相关联系方式已
向社会公开。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服
务好企业就是落实高质量发
展。在全省推行企业首席服务
专员制度，旨在进一步构建常态
化政企沟通渠道，推动全省各级
各部门主动服务、靠前服务，健
全企业反映问题快速响应及处
理机制，着力解决长期困扰企业
的投诉无门或多头跑部门等问
题，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的质量
和水平，更大程度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率先试行服务专员制度
架起“连心桥”

今年 4月，天涯区和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作为全省试
点率先推行企业首席服务专员
制度，扎实做好企业服务工作，
全力推动营商环境提质升级。7
月 12 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
理局作为试点单位在全省推行
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制度启动会
议上作交流发言。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企业首
席服务专员以靠前服务、主动服
务、创新服务为宗旨，充分结合
园区特色“城小二”服务模式，逐
步构建全方位、全覆盖、全流程、
全天候的服务企业长效机制。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企业首席服
务专员已累计走访企业 592 家
次，收集企业诉求 477 件，目前
已协调处理答复414件，回访满
意率为100%。在积极走访企业
的同时，还通过开通一体化的热
线平台等各种渠道收集企业诉
求，今年以来各渠道共计受理工
单 2551 件，已办结 2489 件，办
结率达 99.1%，平均办结时限为
2.3天，满意率为98.9%。

“接下来要把政策宣传好、
向企业解释好，更要把政策兑现
好，制定更适合产业发展的政策

和制度。”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副局长蒋志敏表示。

天涯区建立了工作协同、工
作联动两项机制，加强企业首席
服务专员的沟通协调，对共性问
题制定政策措施“集中办”，使问
题处理更加精准、高效。开展试
点期间，18 名企业首席服务专
员累计走访企业189家次，收集
问题 87 个，办结问题 66 个，问
题解决率75.86%。

“根据省市最新工作要求，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企业首席服
务专员工作方案和考核制度，不
断提质升级，进一步扩大企业服
务覆盖面，畅通政企协调沟通渠
道。”天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沈子秋表示。

当好“四员”服务企业
解决“老大难”

据了解，首席服务专员及其
团队要履行好四项职责：做政企
对接的联络员，收集企业反映问
题和意见建议，为企业提供零距
离服务；做解决问题的协调员，
对企业诉求进行全程跟踪，持续
推动问题解决；做政策解读的宣
传员，帮助企业精准理解、灵活
运用政策，确保各项惠企政策应
知尽知、应享尽享；做企业权益
的护航员，引导企业开展合法经
营，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三亚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专班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细化落实
举措，督促各单位增强服务意
识、提升服务能力，确保上下联
动、步调一致，推动三亚市 167
名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切实发挥
作用，做好企业的联络员、协调
员、宣传员、护航员，为企业解决
急难愁盼问题。

三亚公布167名
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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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记
者 申铖 王悦阳）财政部 14 日发布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05221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
因素后增长 3.3%，按自然口径计算
下降10.2%。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663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
增长 1.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2.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57558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
增长 4.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7.9%。全国税收收入 85564 亿元，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0.9%，按
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4.8%；非税收
入 19657 亿 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8%。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看，上半
年，国内增值税 19136 亿元，扣除留
抵退税因素后下降 0.7%，按自然口
径 计 算 下 降 45.7% 。 国 内 消 费 税
954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8%。
企业所得税28388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3.2%。个人所得税 7847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7%。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
好，加快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

施落地见效，6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企稳回升。”财政部国库支付
中心副主任薛虓乾说，扣除留抵退
税因素后，6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 5.3%，由 5 月份的负增长
转为正增长。下半年经济有望持续
回升向好，在此基础上，预计财政收
入将逐步回升。

财政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128887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5.9%。其中，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5630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5.8%；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11325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5.9%。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实习生 王
航硕）7月 14日，农业农村部基因编辑
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海南）在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揭牌成立。农业农村部党
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吴孔明，副省长刘平治，省农
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等相关部门领导，
副市长罗东参加。

基因编辑技术是当前具有颠覆
性、引领性的生物育种前沿技术。其
应用前景广阔，已成为国际生物种业竞
争的焦点。截至目前，美国、日本等国

家已累计批准 150多种基因编辑农产
品进入商业化生产。我国在农作物及
农业动物等基因编辑技术体系研发和
应用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进展，
处于国际领跑或并跑地位，为农业领域
基因编辑工具研发和应用奠定了良好
基础。但是，我国农业基因编辑领域在
原创性研究方面仍有差距，尚未完全突
破基因编辑工具的原始核心专利。

为推进基因编辑工具和技术原始
创新及其在重要农作物和农业动物等
农业生物中的开发利用，突破“卡脖

子”技术，同时为进一步支持“南繁硅
谷”建设，农业农村部批准中国农科院
南繁育种研究中心建设农业农村部基
因编辑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海南）。

据介绍，该实验室落户海南三亚，
充分体现了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科
学院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推进种业振兴的重要论述，将
有利于汇聚种业优势科研力量。实验
室将以基因编辑工具底盘技术原始创
新、共性衍生技术研发、基因编辑产品
创制和产业化应用为目标，开展多学

科交叉联合攻关，致力于开发具有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系统，培
育突破性新品种，构筑基于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工具和技术、产
品研发和产业化的新型产业链，加快
填补基因编辑技术短板，在种业关键
核心技术领域尽快取得突破，全面提
升我国生物种业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
竞争力，推动“南繁硅谷”建设，为打好
种业翻身仗，保障国家种业和粮食安
全提供坚实保障。

>>>相关报道见2版

农业农村部基因编辑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海南）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实习生 王
航硕）7月 14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国
际水稻研究所、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
心关于建立国际育种中心合作意向书
签约仪式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举行。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
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副省
长刘平治，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等
相关部门领导，副市长罗东参加。此
次签约仪式采取“线上+线下”方式，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孙坦、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亚洲区
域代表纳菲斯·米亚（Nafees Meah）
和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
主任布拉姆·戈瓦茨（Bram Govaerts）
分别代表三方签署意向书。

吴孔明在致辞中说，以中国农科
院南繁研究院为依托，立足海南自贸
港和三亚区位及政策优势，中国农科
院与 IRRI、CIMMYT共建国际育种中
心，将主要开展种质资源发掘与利用、
生物育种等领域的合作研究，以及作

物育种国际技术培训、人才培养和示
范推广等活动，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水
稻、玉米和小麦领域的国际育种合作
交流，提升国际种业创新活力。

据了解，IRRI 和 CIMMYT是国际
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下属的研
究中心，与中国农科院拥有近半个世
纪的育种合作交流基础，是中国农科
院 300多家国际合作伙伴中历史最悠
久、合作最紧密的国际机构，双方在人
才培养、合作研究、平台建设及资源交

换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次三
方共建国际育种中心，将利用海南自
由贸易港政策以及三亚作为农业育种

“加速器”两大优势，作为国际合作枢
纽，有效整合育种研究资源，进一步推
动育种科研创新国际化，将建设成为
国际交流和能力建设的重要基地，助
力海南打造国际育种研究和成果转化
中心，以全球视野创建新型育种体系，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保障粮食
安全、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
在三亚共建国际育种中心

本报讯（记者 刘佳）记者 7
月 14日从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
局了解到，园区已通过 2022 年
度海南省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
务网点认定，中央商务区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窗口正式揭牌运
行。今后将作为省级知识产权
信息公共服务网点，为园区企业
提供面对面的专业化知识产权
服务。

据介绍，园区成立以来，始
终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优
化营商环境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和保障，高度重视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加强知识产权
学习宣传，并支持知识产权高质
量 转 化 。 截 至 目 前 ，已 有 逾
2000 家企业入驻三亚中央商务
区，涵盖总部经济、金融服务、
现代商贸、邮轮游艇、文化休闲

等“4+2”产业类别。各类企业
对知识产权保护需求增加，提升
园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便
利化和可及性显得尤为重要。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进一步提
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效能，不断
提升知识产权服务供给质量和
水平，针对入园企业的不同需
求，将结合自身优势，解锁更多
的服务可能。为加快构建知识
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
保护体系贡献三亚CBD力量，形
成三亚中央商务区特色知识产
权综合服务体系。与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等部
门携手并进，有力提升三亚知识
产权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和效能，
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
助力自贸港建设高质量发展。

海南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

三亚中央商务区知识产权
公共服务窗口揭牌

“能力提升建设年”
暨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Sy

上半年财政收入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3.3%
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近日，三亚深海科技城综
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塔
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繁忙景
象。

据了解，深海科技城综合
服务中心项目位于三亚市崖州
湾科技城深海科技城启动区，
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崖
州湾科技城的项目之一。该项
目包括科研商务平台、集中式
商业中心、商品住宅、人才公
寓、商务办公楼等综合业态，将
建设成为“产、学、研、用”一体
化示范项目。项目致力于打造
园 区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产 业 综 合
体，成为深海科技城发展的门
户与对外展示的窗口。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三亚深海科技城综合
服务中心：

以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7月 14日，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周红波主持召开领导
小组会议暨市党建联席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
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党的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提高民主
生活会质量、规范党支部组织生活等
事项。陈希、尚林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

开之年，是做好自由贸易港建设封关
运作准备工作的关键之年，加强党的
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任务更重、标准
更高、要求更严。全市各级党委（党
组）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
绩”理念，围绕贯彻落实“一本三基四
梁八柱”战略框架，聚焦打造“六个标
杆”、建设“六个三亚”谋划和推进党的
建设，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
三亚当好转型发展的示范，打造国际

旅游胜地和自由贸易港科创高地。
会议要求，要全面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
督，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要织密建强党的组织体系，统
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加快推
进“1+10+29+N”党群服务中心阵地体
系和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持续深
化“直通联办”改革试点，切实把组织优
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发展胜势。要坚持

事业为上选贤任能，深入开展实战化大
培训、专业化大练兵、特色化大比武，树
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导向，大力引
进各类急需紧缺型人才，打造高素质专
业化干部人才队伍。要扎实推进“清廉
三亚”建设，落实好《三亚市关于规范政
商交往行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
实施细则》，推动党风政风行风持续向
上向好，更好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
障作用。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把党
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
考核，全面形成党建齐抓共管工作合
力，促进党建工作提质增效。

周红波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市党建联席会议强调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党的建设
引领保障三亚当好转型发展的示范

陈希尚林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