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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日见成效，全社会诚信意
识和守信水平有效提高，为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
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扎实推进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加大对我省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报道力度，本报今起开设《关注海南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栏，敬请关注。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庞大鹏）信用信息基础建
设不断推进，信用制度建设取得新进
展，联合奖惩工作迈出新步伐，信用合
作取得新成果，在全国信用信息观摩
评比中取得好成绩……近年来，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国家发
改委的指导下，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初见成效。

据了解，2013年，在省政府部署
下，我省建立了海南省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全省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并在以下几个方面
取得较好进展。

在平台建设、信息归集、情况通报
等3个方面有新进展。其中，海南自贸
试验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基本完成开
发。新信用平台上线了6个子系统，实
现283项功能，支撑了信用信息归集、
数据清洗、信用公示等基础功能和联合
奖惩、信用预警、“信易+”等应用。新

“信用中国（海南）”网站于今年9月25
日上线试运行，设置了16个主栏目50
个子栏目，具备信用信息发布、信用异
议处理、信用查询、实名认证等多项功
能，上线以来，访问量已达5万余人次，
企业信用查询量达3万余次。9月份还
开设了“信用海南”微信公众号，在“椰

城市民云”APP开设信用专题模块。
另外，我省在部分领域信用信息归集
取得突破。在个人信用信息方面，9月
份，省工信厅先期向省信用平台归集
了2000万条个人基础信息，实现了我
省信用平台个人数据归集零的突破。
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归集方面，9月
份，省发改委协调省高院一次性全量归
集了我省2.7万条失信被执行信息和
6.6万条限制高消费信息。另外，我省
以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工作
办公室名义印发了首个信用数据归集
通报。通报的印发取得了积极效果，截
至10月11日，各单位各市县共补报各
类信用数据68万余条。

在信用制度建设方面，我省主要
在信用立法、管理规定、年度计划3个
方面取得新进展。在信用立法方面，
今年10月初，省发改委正式委托国家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开展我省信用立法
咨询研究，并签署合同，明确了主要研
究内容、总体要求，结合我省立法计划
确定了研究的时间节点。在管理规定
方面，印发《海南省社会信用信息异议
处理规范（试行）》，从10月1日起实
施，明确了信用信息异议处理相关单

位责任、异议申请条件、受理单位、申
请材料及异议处理流程等内容，进一
步规范我省社会信用信息异议处理工
作。在年度计划方面，印发《2018年
下半海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计
划》，结合国家要求和我省实际，对我
省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进行部署。

在推进联合奖惩工作方面，我省
主要在系统嵌入、专项治理2个方面有
所进展。其中，联合奖惩模块嵌入审
批系统已明确了嵌入方式、技术方案
等主要问题，目前正在推进嵌入实
施。在开展专项治理方面，省发改委
积极配合省高院推进解决执行难问
题，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措施进
行条目化处理，并向审批系统提供查
询接口，协助省高院草拟失信被执行
人信息嵌入省行政审批系统实施方
案，确定了嵌入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另一方面，根据中央文明委《关于集中
治理诚信缺失突出问题 提升全社会
诚信水平的工作方案》，9月初，省发改
委协助省文明办拟制了《海南省关于
集中治理诚信缺失突出问题 提升全
社会诚信水平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
稿），拟对我省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19

个方面的失信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
理，目前该方案正在征求各单位意见。

在信用合作方面，由省发改委向
省建设银行提供各类涉企信用信息，
省建设银行向前者提供本行客户信用
卡、贷款等履约、违约信息，并拟定于
近日签订合作协议。另外，从今年9月
开始，以系统对接方式，通过信用平台
向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等多家单位提供信用
数据支持，帮助开展行业评价分析、金
融风险预计和贷款风险管控等。同时
与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国际合作
中心、BBD等机构进行了初步沟通，就
信用数据共享、企业风险评估、外商信
用识别等方面达成了一些合作共识。

今年9月10日至12日，国家公共
信用信息中心在南京举办了第二届全
国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门户
网站建设观摩培训活动，27家省级单
位以及49家城市单位进行观摩评比，
海南参加了省级组的观摩评比，并取
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排名较2017年
观摩评比活动有较大提升（2017年我
省排名第23名），并获得“示范性平台
网站奖”。

关注海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初见成效
海南自贸试验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基本完成开发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计
思佳）10月18日，本报推出大型特刊
《壮阔40年 海口再出发》，用16个整
版，从政治、经济、文化、产业、生态、民
生等多个角度，全方位展现了海口在
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一路高歌勇
进、奋力拼搏，从一座滨海小城蜕变为
现代化都市，并朝着建设国际化滨江
滨海花园城市的目标不断迈进。全省
不少干部、群众在仔细阅读后纷纷点
赞：“这份特刊就像一扇窗户，让我们看
到了海口的新变化、新发展、新面貌。”

18日上午，海口市城市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李积深一到办公室，就注
意到整齐叠放在桌上的《壮阔40年 海
口再出发》特刊。“特刊版式疏朗、大气、
图文并茂，不仅有对海口40年发展的
宏观叙述，还有很多吸引人的故事、细

节，言之有物，很接地气。”李积深说，特
刊兼具思想性、故事性，内容非常耐读。

除了纸质报纸，还有很多读者通过
海南日报客户端或者微信公众号阅读
了特刊的内容。海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岳海关就是在手机上阅读特刊的。“内
容详实、丰富，编排也非常有逻辑。”岳
海关说，读完特刊，我对海口有了更全
面、深刻的认识，也感受到海口人干事、
创业的热情，对海口的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和期待。

“通过特刊，我看到了海口的奋斗

史，也看到了我自己的奋斗史。”“闯海
人”方树青说，当年他就是揣着一张船
票来海口的，是海口城市发展的见证
者。他对特刊中《崛起的国际化滨江
滨海花园城市》一文印象非常深刻，文
章生动刻画了40年里海口城市面貌
发生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龙昆南高楼和
耕牛‘并驾齐驱’”“如今，海口城市骨
架东伸西拓，交通设施‘海空并
进’”…… 方树青说，文章中的这些描
写非常真实，“透过特刊，让大家看到

了海口干部群众这40年间努力奋斗
的身影。”

海口市12345热线顾问刘春林
说，特刊中《改革激发社会活力》一文
提到，短短一年时间内，海口12345热
线能够解决百姓9成以上诉求，真正
成为了市民游客信赖的民生热线。

“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
鞭策。我们将继续努力，把‘12345’打
造成真正的‘百姓的诉求平台、社会的
监督平台、政府的服务平台’。”刘春林
认为，海口12345热线是海口政务改

革的缩影，随着更多改革工作的推进，
更多的民生痛点将得以解决，海口的
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将不断增强。

青年创业者周缘一直在海口从事
湿地农业产业，他阅读完《秀英：从城
乡结合部到活力新城区》一文后，有把
自己的产业扩展到秀英区的想法。“秀
英区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生态资源丰
富，发展‘旅游+农业’具有先天优势。”
他说，特刊不仅让他全面深入了解了
海口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也看到可以
利用海口的资源、优势实现自身发展。

本报特刊《壮阔40年 海口再出发》广受好评

“我们看到了海口的新变化新发展新面貌”

融创海南向琼海
捐赠200万元教育基金

本报嘉积10月18日电（记者叶媛媛）18日
下午，融创海南区域公司、琼海市慈善会捐资助学
签约仪式在琼海市第一小学举行。融创海南区域
公司向琼海市慈善会捐款200万元，作为长期奖
励优秀学生和资助贫困学生的教育基金。

当天，融创海南区域公司和琼海市慈善会签
约，并捐赠200万元公益善款。随后，琼海市委、
市政府向融创海南区域公司授予“琼海市2018年
捐资助学活动爱心企业”荣誉称号。据悉，融创集
团一直积极参与全国各地的公益活动，在教育扶
贫扶智、乡村振兴、环保、救灾等方面，累计已投入
约6亿元人民币。今年融创英苗培养计划落地海
南，融创海南区域公司实地调研并选择海南5所
贫困小学作为长期定点扶持小学，为贫困孩子们
捐赠图书、文具等爱心物资，并持续组织义工团队
开展义教、第二课堂等爱心行动。

融创海南区域公司副总经理张学爱表示，融
创海南区域公司将继续积极投身海南教育扶贫扶
智、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公益事业，通
过一系列有爱心、有力量的公益行动，为海南发展
做出贡献。

三亚开办美丽乡村
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
61位村民现场学习盆景制作

本报三亚10月18日电（记者梁君穷）10月
18日上午，由三亚市农工委主办的“共建美丽乡
村、共享美好生活”美丽乡村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
第一期培训暨开班仪式在崖州区南山村举行。本
期课程结合南山村原有的盆景培植传统，请来盆
景专家为61位村民教授盆景制作技艺，讲解盆景
产业的发展前景等。

“南山村的盆景培植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是
南山村产业发展的创新点。”此次盆景制作课程讲
师、海南省盆景专业委员会会长刘传刚表示，培训
能提高村民对盆景制作的认识，并解决技术问题，
为村民拓宽创收渠道，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南山村村民吴俊说，经过培训班老师的专业
指导，自己受益不浅，设计理念和制作水平得到了
提升。“盆景产业有发展潜力，既能美化环境又能
实现创收，今后我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三亚市农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培训共
计划在三亚12个美丽乡村示范点开展，将因地制
宜设置田园风光、兰花旅游、渔村文化、黎锦等不
同主题的课程，持续到明年1月。

当天，另一场以“田园风光”为主题的培训在
该市天涯区抱龙村开课。

开
栏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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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一种感动让人泪流满面，一种
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10月17日晚，白沙黎族自治县
2018年脱贫攻坚“最美”人物颁奖
晚会在白沙县文化公园举行。当主
题音乐响起时，一个个坚守在脱贫
攻坚一线的“最美”第一书记、“最
美”驻村标兵、“最美”帮扶责任人走
上舞台，他们笑容腼腆，话语朴实，
但步履坚毅；他们不是明星，但他们
感人的事迹引人关注，不少观众眼
眶里饱含着泪花，以热烈的掌声向
他们致敬。

掌声如雷
他们是驻村的标杆

青松乡青松村驻村第一书记陈
立斌获得了“最美”第一书记称号，
他上台领取荣誉证书时，台下一阵
阵掌声如雷。舞台大屏幕里，金灿
灿的稻穗已经把山兰稻禾杆压弯
了，陈立斌奔波在崎岖山路上，不舍
得停歇片刻。脚下多沾泥，扶贫有
真情，在驻村帮扶的1000多个日日
夜夜里，陈立斌坚守初心，从未怯
步。在他的帮扶下，青松村的山兰
稻由3年前的 450亩骤增至 1800
亩。如今，山坡上、梯田间，一株株
山兰稻为当地贫困群众带来一笔笔
可观的收入。

在“最美”驻村标兵颁奖环节，
贫困户们熟悉的“土专家”邢福顺走
上台，台下观众的掌声再次响起。
从白沙县科协主席，到担任打安镇
福妥村脱贫攻坚中队副中队长，邢
福顺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一门心思
引导福妥村村民发展特色高效农
业，先后组织开展了黑山羊养殖、茭
白种植、水稻病虫害防治、淮山栽
培、朝天椒种植等技术培训活动，将
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用最平白
的语言，有效帮扶贫困户以及广大

农户提高了科学种养殖的水平。“懂
技术、接地气，这样的农技专家驻村
扶贫我们很欢迎！”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的村民说。

“沉得下身子，耐得住寂寞，咱白
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聆听着
台上一个个“最美”扶贫人物朴实而
又感人的故事，七坊镇党委委员文明
虹为之动容，她说，村看村、户看户、
群众看的是干部，驻村扶贫干部的苦
抓、苦帮，能让贫困群众脱贫有标杆、
致富有榜样，只要心热起来，人就能
动起来，大家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干劲
就更足了。

感动升温
他们有感人的故事

在颁奖晚会现场，小品《符老汉
脱贫记》、歌伴舞《驻村干部》、黎族
舞蹈《迁新居》……一个个接地气的
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用真心、出
真招、扶真贫”的驻村扶贫故事让人
感动，现场掌声不断，“最美”人物带
来的感动仍在不断升温。

驻村扶贫，既要能干，还要能
“聊”，而且能“聊”出扶贫新成效，这
种“稀奇事”就发生在七坊镇牙旺村
脱贫攻坚中队副中队长钟海生身
上。在驻村之初的短短几个月时
间里，钟海生把牙旺村40户贫困户
都“聊”了个遍，对每户贫困户的具
体情况都了然于心，在接下来的工
作中也就做到了有的放矢。“帮到
点子上，帮到咱心坎里了。”脱贫村
民唐贤达专程从七坊镇赶来观看
颁奖晚会并夸赞钟海生。接过“最
美”驻村标兵证书，钟海生在畅谈
获奖感言时说：“其实就是一份责
任心，不聊透，就不能掌握最真实
的情况；只有聊透了，扶贫工作才
能有信心做得好。”

“我会一如既往地做好驻村扶贫
工作，全力帮扶村里的贫困户过上好
日子。”在舞台大屏幕上，牙叉镇对俄
村驻村第一书记黄甫说。驻村2年
以来，他不忘初心，将党课课堂从室
内搬到了村庄大榕树底下、村民家
里、田间地头，他一遍又一遍地向大
家讲述着一个个接地气的脱贫励志

故事，让大家有动力“撸起袖子加油
干”。如今，一个个特色扶贫产业陆
续在对俄村展开，这个贫困村庄正迎
来美丽蝶变。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足见真
诚，也更显担当。”白沙县委组织部党
员电教中心主任王淋认为，颁奖晚会
让大家记住了白沙脱贫攻坚战线上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典型故事，也将激
励着更多的白沙人继续前行。

不忘誓言
他们用心诠释担当

在当晚颁发的“最美”帮扶责任
人环节里，当10名特殊的颁奖嘉宾
走上舞台为获奖者颁发证书时，场
下又有雷鸣般的掌声——这10名
颁奖嘉宾不是外人，而是台上这10
名“最美”帮扶责任人最为熟悉的帮
扶对象。

“这姑娘就像是咱家的亲人，我
今天能过上好日子，她的功劳很大，
我十分感谢她！”站在舞台上，牙叉
镇那新村49岁的脱贫村民符昌友

使劲夸着比自己小了足足19岁的
帮扶干部王智斐。在长达3年的用
心帮扶下，王智斐把符昌友正在读
书的两个女儿当成了亲妹妹，无微
不至地照顾着，现今，符昌友住上了
新居，发展产业的劲头也越来越足，
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

对俄村驻村工作组组长禹亚
菲，用脚步丈量扶贫路；纪检干部符
伟忠驻村帮扶既敢唱“黑脸”，又唱
好“红脸”；照明村驻村第一书记陈
善杰甘当“照明灯”，照亮群众新生
活……一个又一个的“最美”人物，
不忘嘱托、牢记使命，坚守在扶贫一
线，一手抓“输血”，夯实农村发展基
础，一手抓“造血”，强化贫困户内生
发展动力，用心诠释着党员干部的
责任与担当。

颁奖晚会在歌舞《不忘初心》
中落下帷幕。旌旗生风战鼓鸣，正
如白沙县委书记刘蔚所期许，不忘
誓言，砥砺前行，善于奋勇争先的
白沙人，一定能打赢脱贫攻坚这场
硬仗。

（本报牙叉10月18日电）

感动凝聚力量 榜样激励前行
——白沙黎族自治县2018年脱贫攻坚“最美”人物颁奖晚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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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2018年脱贫攻坚
“寻找最美系列”表彰名单

最美第一书记（10名）

黄 甫（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牙叉镇对俄村驻村第一书记

陈善杰（白沙县委统战部）：七坊镇照明村委会驻村第一书记

王志恺（省委统战部）：阜龙乡可任村驻村第一书记

陈立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青松乡青松村驻村第一书记

蔡志飞（白沙县委办）：打安镇打安村驻村第一书记

李盛帅（南开乡政府）：南开乡南开村驻村第一书记

苏 乾（省住建厅）：七坊镇高石村驻村第一书记

郑德怀（南方电网公司）：打安镇南达村驻村第一书记

陈修兴（邦溪镇人大）：南班村驻村第一书记

柳洪建（省贸促会）：元门乡向民村驻村第一书记

最美驻村标兵（10名）

邢福顺（县科协）：打安镇福妥村脱贫攻坚中队副中队长

禹亚菲（牙叉镇政府）：牙叉镇对俄村驻村工作组组长

陈益才（县政府办）：荣邦乡俄朗村脱贫攻坚中队作战队员

吴宏彬（县委组织部）：牙叉镇方香村脱贫攻坚战斗队员

钟海生（县政法委）：七坊镇牙旺村驻村中队副中队长

符克民（县政协）：金波乡白打村脱贫攻坚中队长

王国理（县民宗委）：青松乡打炳村扶贫攻坚中队副中队长

刘国峰（元门乡政府）：元门乡元门村帮扶干部

符国光（细水乡农业中心）：细水乡驻白水港村工作队队员

陈 利（金波乡政府）：金波乡牙加村驻村工作组组长

最美帮扶责任人（10名）

肖白茹（打安镇政府）：打安镇打安村帮扶责任人

钟瑞超（中国电信）：牙叉镇道阜村帮扶责任人

符伟忠（县纪委）：青松乡牙扩村帮扶责任人

唐 崛（县人大办）：邦溪镇邦新村、元门乡红茂村帮扶责任人

王智斐（县委组织部）：牙叉镇方香村帮扶责任人

何茂雄（荣邦乡政府）：荣邦乡俄朗村帮扶责任人

先凤龙（七坊镇政府）：七坊镇牙旺村帮扶责任人

罗辉全（阜龙乡政府）：阜龙乡保家村帮扶责任人

邢诒海（县扶贫办）：邦溪镇邦新村帮扶责任人

刘亚贺（青松乡政府）：青松乡益条村帮扶责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