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热线

2019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五

责编/温锦清 美编/颜鹏

03时政要闻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海南日报记
者彭青林）11 月 7 日，省委书记刘赐贵主
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原原本本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研究我省贯
彻意见。刘赐贵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
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更好为
全国改革开放大局服务。
会议指出，自 2018 年首届进博会开幕
式主旨演讲以来，习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
合宣布，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
程。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习总书记
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强调加快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打造开放新高地，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高度重视和深切期
望。一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
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指示精神，

按照中央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
小组的部署，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蹄疾步
稳、开局良好，为建设自贸港打下坚实基
础，积极配合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抓紧研
提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各项工作
取得明显进展和良好成效。
会议强调，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把全省上
下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贯彻落实习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指示精神上来，统一
到加快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上来。要
配合好中央和国家机关相关部门，深化研
究提出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工作，积极贡
献海南智慧。要扎实做好政策和制度体系
的配合和承接工作，特别是在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等方面，要注重“三个充分
体现”要求，对标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
放形态，确保海南自贸港建设从一开始就

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推进。要把加
快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推动落实中
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项决
策部署，以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
的实际成效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会议听取我省上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 《全省禁毒三年
大会战（2020—2022）行动方案》。会议充分
肯定上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工作成效，要
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禁毒工作，认
真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经验举措，将省
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和新一轮禁毒三年
大会战的各项措施落实落细，牢牢守住
“坚决禁止黄赌毒”底线，为自贸试验区和
自贸港建设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会议学习 《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
院）工作条例》 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印发条例、
做好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重大意义，全
面准确把握条例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
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围绕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这
个最大实际，加强党校班子和队伍建设，
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开展好各级各类人
才干部培训。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海南旅游宣传
方案，研究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开展海
南旅游宣传，是贯彻习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打造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的重要举措。要精心设计、认真
打磨，创新推广方式，注重宣传实效，让
海南旅游品牌形象更特色鲜明、深入人
心，助推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
省委常委出席会议，部分现职省级领
导列席会议。

刘赐贵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要求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增强干部能力本领
更好激发全省干事创业激情
沈晓明李军出席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海南日报记
者彭青林）11 月 7 日，省委书记刘赐贵主
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
会，强调要按照中央办公厅关于做好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工作的通知
要求，深入学习、准确领会四中全会精
神，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
里走，
不断增强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能
力本领，确保四中全会精神在海南落地生
根，更好激发全省人民只争朝夕、干事创业、
加快建设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的激情。
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

海口市房屋交易
与产权管理中心：

委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毛超峰、肖莺
子、刘星泰，副省长刘平治结合各自分管
领域依次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刘赐贵指出，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
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中起着关键作用，要带头学深悟透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先学一
步、学深一层，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掀
起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高潮。要带头
深入各市县和分管领域宣讲，紧密结合习
近平总书记对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和建设自贸试验区自贸港这个海南当前

最大实际，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通俗易懂
的语言，确保宣讲取得扎实效果，进一步
激发党员干部勇当先锋、做好表率，激发
全省人民的干事创业激情，齐心加快建设
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
刘赐贵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对照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
求、总体目标、重大任务，不断增强贯彻
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能力本领。全面增强
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
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

确保交易安全 流程简单快捷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党朝峰）
《海口市二手房屋交易资金监管服务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一经
公布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办法》 中的
一些规定，使房产中介和市民都产生不同
疑问。交易过程是否会延长？具体办事流
程是什么样？……
针对这些疑问，11 月 7 日，记者采访
了海口市二手房屋交易资金监管机构海口
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交
易中心”
）相关负责人。
1、问：为什么要制定办法？办法能否避
免交易过程出现问题？
答：因中间有中介机构的存在，买卖双
方之间信息不对称，使得买卖双方对一些房
源的信息不清楚，限购政策不了解，导致交
易过程容易出现问题。如果有监管的话，遇
到黑中介，在付房款时有监管，使交易更安
全，避免交易风险。
2、问：办法施行后，海口范围内所有二

手房交易（办法中明确的除外），是否都必须
通过新系统签订合同进行交易？比如像一
些中介机构已经在二手房交易中采用第三
方监管账户的，是否也必须根据新办法执
行，而不能自行选择？
答：目前只是征求意见阶段，根据研究
倾向于交易各方自主选择是否接受新系统
监管，并不是已经确定具有强制性，届时会
根据便民服务来确定。
3、问：办法施行后，二手房交易的流程
是怎么样？交易各方应到哪里申请递交材
料？办事流程共分为几步？
答：目前还没有制定二手房交易的具体
流程，需要在办法正式出台后，再由多部门
研究制定配套的规定。
4、问：办法对二手房交易的监管是否
会比施行前，增加了一些审批环节？是否会
比之前的交易时间要增加或变慢？
答：办法出台后会有一段试运行时间，
尽量不增加审批环节，通过技术手段处理，

而不是人工处理，在确保交易安全的情况
下，使交易流程更简单快捷。
5、问：办法施行后，如果买卖双方签约
后，卖房临时加价或降价，是否可以更改合
同？
答：根据办法的规定，为了确保双方权
益，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在完成交易前，对房
屋售价可以进行协商修改。
6、问：办法中规定的“交易完成”指的
是什么？
答：制定办法的初衷是确保交易完成，
希望能做到过户手续完成后，将资金由银行
划拨给卖房人。
7、问：房产经纪机构和经纪人员是否
必须通过部门的授权和备案后，才可以开展
服务？授权和备案的条件有哪些？
答：目前在海口进行二手房交易，中介
机构必须到产权管理中心进行备案，至于授
权与否，仍将进行讨论，争取所有中介机构
都在监管下进行交易，确保各方交易安全。

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
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推动
全省把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
习总书记
“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
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好第二批“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第一批主题教
育整改落实“回头看”结合起来，与全省
中心工作和各行各业工作实际结合起来，
确保四中全会精神在海南落地生根。
省领导胡光辉、蓝佛安、童道驰、肖
杰、许俊、关进平、刘平治、苻彩香、冯
忠华、陈凤超、路志强、王勇参加学习。

海口江东新区一地块拟
挂牌出让

建一所义务教育学校
2021 年 9 月开始招生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党朝峰）11 月 7 日，记者从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位于海口
市江东新区 CBD 片区东约 4 公里
江东大道南侧一教育用地拟挂牌出
让，该地块将建设一所义务教育学
校，占地 90 亩，学校将在 2021 年
9 月 1 日开始招生。
据了解，该地块出让年限为
50 年 ， 地 块 安 置 补 偿 已 落 实 到
位，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该
地块起拍价为 6514.42 万元，竞买
人资格需在海南省有超过 20 年的
义务教育办学经验。
目前，位于江东大道北侧的哈
罗公学部分教学场馆主体已封顶，
学 校 将 于 2020 年 9 月 正 式 开 学 ，
面向全国各地的外籍和中国家庭招
生，提供世界级水准的国际及双语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