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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1月4日电 （记者彭
青林）1月4日，省委书记刘赐贵赴儋
州开展春节前走访慰问活动，慰问优
抚对象、孤残儿童、脱贫户、低保户
等，向他们提前致以春节问候，送上
慰问金和慰问品。刘赐贵强调，要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全面落实各项惠民和帮扶措施，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完成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各项任务，让人民群众的生活
一天比一天好，为推动建设海南自由
贸易港打下坚实基础。

刘赐贵一行首先来到优抚对象
代表、退伍老兵羊昌武家，详细询问
治疗、医保和家庭生活等情况。羊
昌武父亲是琼崖纵队老战士，现年
已95岁高龄，子侄中也有人参军。
刘赐贵对他们一家三代参军保家卫
国致以崇高的敬意，并送上节日的祝
福。他说，省委、省政府对优抚对象
和困难群体高度重视，各级党委、政
府要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确
保他们吃饱穿暖，落实大病治疗、教
育和住房保障，在即将到来的春节期
间过一个喜气、幸福、祥和的节日。

走进儋州儿童福利院，孩子们正
在冬日暖阳下嬉戏玩耍，这里集中抚
养了33名孤残儿童。刘赐贵走进孩
子们中间，仔细查看和询问他们的生
活学习情况，勉励大家养好身体、读
好书、就好业，对福利院全体工作人

员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说，
对孤残儿童要有更大的爱心、更多的
耐心、更多的细心才能照看抚育好。
正是有了福利院干部职工克服各种
困难的努力工作，孩子们才得到很好
照顾、茁壮成长，这实际上也是立足
本职岗位为推动建设海南自贸港作
贡献。希望继续妥善照顾好孩子们
生活起居，安排好节日活动，让他们
充分感受到同在一片蓝天下来自党
和政府的关爱温暖。

随后，刘赐贵一行来到大成镇新
风村朝拱村民小组，走访慰问低保户代
表符茂翻、脱贫户代表符茂吉等。走进
符茂翻家，刘赐贵询问了解吃、住、穿、
用基本生活和伤残治疗、子女就学、
低保发放等情况，鼓励他在党和政府
的帮扶下照顾好家庭。在符茂吉家，
刘赐贵看到“两不愁三保障”等帮扶
措施一一落实，高兴地与符茂吉一家
人坐在一起，盘算这个家庭的资源账、
经济账、发展账，勉励他们牢记党的恩
情，坚定发展信心，增强自身本领，努
力巩固脱贫成果，致富奔小康，把日子
过得越来越红火，支持子女大学毕业后
返乡就业创业，推动乡村振兴。

“以后交通越来越方便，城乡差
距越来越小，你们农村的生活会让城
里人羡慕。”刘赐贵指出，今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关键之年。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下的全岛自由贸易港，必

须把“三农”工作抓好。我们要坚持
“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理念，不
断完善“五网”基础设施，推动城乡融
合、区域协调发展，从方方面面落实
好“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理念，

海南的广阔农村大有可为。包括广
大农民在内的全省每个干部群众，都
要积极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作贡献，干好本职工作，助力乡
村振兴；鼓励更多有知识、有能力、有

技术、有志气的农村大学生和青年人
才返乡就业创业，创新发展思路，夯
实产业基础，推动家乡发展。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副省
长苻彩香参加慰问。

刘赐贵赴儋州走访慰问优抚对象和困难群体时要求

落实“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理念
确保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任务

本报三亚1月4日电（记者况
昌勋）省政府为做好政府工作报告
起草工作，安排12场座谈会征求各
方面意见。1月4日，省长沈晓明在
三亚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南部片
区 9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对
《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
见建议。

三亚、儋州、万宁、东方、五指

山、乐东、陵水、保亭、白沙等市县
和洋浦经济开发区负责人，部分省
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先后发言。
大家充分肯定了2019年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并围绕
进一步完善政府工作报告，分别从
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推进全域旅游、编制村镇规
划、打造特色产业小镇等方面提出

了建议。
沈晓明边听边记，不时互动交

流，对大家提出许多有针对性、符合
实际的建议表示感谢，要求报告起
草组要认真研究，尽可能多地采纳
吸收。他说，2020年是海南自贸试
验区和自贸港建设的关键之年，面
临巨大发展机遇，要努力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继续调结构、转方

式、换动能，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
服务业和高新技术等产业，进一步
减少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

就大家关心的村镇规划、烟花
爆竹禁燃禁放等工作，沈晓明一一
回应，表示要加快编制村镇规划，推
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加大烟花爆竹
管控力度，确保空气质量一流。

童道驰、倪强参加会议。

沈晓明在征求南部片区市县对政府工作报告意见时提出

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政府工作总基调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王玉洁）海南日报记者
1月4日从省科技厅获悉，2019年12月31日，省政府办
公厅正式印发《外国人来海南工作许可管理服务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了外国人才的分类标准、外
国人可享受的便利待遇以及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的申
报和审批程序。《办法》同时对在本省工作的外国人行为
进行监督和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

适用《办法》的群体是到海南工作，具有海南建设
发展所需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从事生产、教学、科
研、管理、服务、经营等社会劳动的外国人。《办法》将其
分为外国高端人才（A类）、外国专业人才（B类）和其
他外国人员（C类）三类。

《办法》规定，本省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科学家、科
技领军人才、国际企业家、专门特殊人才等“高精尖缺”
外国人是外国高端人才（A类），年龄不受限制；本省经
济社会事业发展急需的，具有学士学位或具有专业资格
证书的外国人是外国专业人才（B类），这类人才同样不
受年龄限制；根据国家政策规定，结合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所需，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各类技能实用型人
员，年龄不超过65周岁的属于其他外国人员（C类）。

为了给各类外国人才提供更多便利，《办法》提出，
省重点产业园区重点企业聘请的外国专业人才（B类），
经园区管理机构核实，确认属于企业急需紧缺的，可为
其申请办理外国高端人才工作许可（A类），享受外国人
才签证（R字签证）便利。而本省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
缺的外国专业人才（B类），由企事业单位推荐，科技（外
专）部门结合本省实际，可为其办理外国高端人才工作
许可（A类），享受外国人才签证（R字签证）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外国高端人才（A类）在办理相关
业务时，我省科技（外专）部门将采用承诺制，对这类人
才的申请材料实行容缺受理。外国高端人才（A类）的
重要团队成员，均可给予A类工作许可，享受外国人
才签证（R字签证）便利。

《办法》明确提出，在海南工作的外国人若违反我
国相关法律法规，将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查处；聘用单
位在聘请外国人若出现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外国人工作
许可等行为的，将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据了解，截至2019年12月10日，我省共有1592名
外籍人员获得在琼工作许可证，他们来自全球83个国
家，以韩国、俄罗斯、美国、泰国、加拿大、英国为主。

我省印发《外国人来海南工作许可
管理服务暂行办法》

明确外国人才三项分类标准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朱雯
娴）记者近日从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了解到，2020年元旦假期全省
口岸迎来出入境高峰，1月1日出入
境旅客达到 8100 人次，同比增长
29%。其中，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
境客流量为 4700 人次，飞机 34架
次；凤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量
为3400人次，飞机18架次。

随着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步
伐的不断加快，2019年海南省出入
境旅客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据统计，
全省共验放出入境人员超过284万
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美兰国际
机场验放出入境人员149万人次，凤
凰国际机场验放出入境人员127万
人次。全省共验放航班1.9万架次，
船舶2.3万艘次。其中59国免签入

境人数超过47万人次，同比2018年
增长33%。

据介绍，今年以来，海口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主动对接服务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结合公安部、国
家移民管理局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移民与出入境意见的12条
举措，提出多项便民利企举措，不断
优化服务。

去年全省出入境人员超284万人次
同比增长22%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李
拉）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近日印发《海
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清理整治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全面摸排
我省矿山违规开发、治理修复不到位
等突出问题，落实中央环保督查发现
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推进全省矿山综
合整治，最大限度减少矿山活动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切实保护海南的绿水
青山。

《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前，矿
山生产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矿山
治理修复方案、环评批复、安全许可等
落实规范生产、实施治理修复，存在突
出问题全部整改到位；闭坑矿山、废弃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完成率达100%，
全省矿山环境保护全面好转。

《方案》指出，加快推进建设绿色
矿山，推进整山夷平的大中型砂石料
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停止新建小型
矿山项目，加快推进小散乱差矿山开
发退出。

我省全面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整治

2020年底前完成
闭坑及废弃矿山治理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何瑞
闻）海南日报记者1月4日从省总工会获悉，省总工会
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20年农民工春节返乡购票补
贴行动，计划为1万名农民工补贴春节返乡机票、船票
和火车票，每人最高补贴300元，补贴总金额为200万
元。即日起至3月15日17：00，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均
可通过“海南工会云”手机APP申请。

据悉，本次申请补贴对象必须是已加入工会的农
民工会员，并由会籍所在工会组织实名制录入“海南工
会云”数据库。本次补贴依据往返一次叠加或单程票
据，合计金额300元（含）以下按实际面额补贴；超过
300元的，按照300元补贴。

根据省总工会要求，受助对象需持有2020年1月
6日至2月29日期间，出发地或终点站是海南地区实
名制的客车票、火车票（含动车票、高铁票）、飞机票和
船票，具体时间以票据照片为准。受助对象还需具有
农村户籍、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持有本人名下银行
卡（借记卡），并注册成为“海南工会云”实名制认证的
工会会员。

我省将为万名农民工
补贴春节返乡路费
每人最高补贴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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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杨洲）海南日报记者近
日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自今年开始，我省将在
全省市政基础设施、公共建筑、住宅等建设项目中筛选
若干项目作为钢结构装配式试点示范项目，以试点示
范带动我省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发展。

近两年来，我省装配式建筑实现了较快发展，
2018年全省确定实施的装配式建筑面积82万平方
米，至2019年已接近400万平方米。钢结构装配式建
筑既符合我省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战略的发展要
求，又具有工业化程度高、建造周期短、构配件运输便
捷、全生命周期内可循环利用、绿色环保等优点，目前
我省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在新建装配式建筑中的占比仍
有较大提升空间。

今年，我省将在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社会投资的
具有一定规模的其他公共建筑中优先采用钢结构建
造，并鼓励钢结构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开展产
学研合作， 下转A03版▶

今年我省将开展
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试点

1月4日，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内，嘉年华集团旗下的邮轮品牌歌诗达·新浪漫号三亚母港航线首
次航行，1300余名游客将开启四天三晚的浪漫之旅。

据悉，歌诗达·新浪漫号将在1月至3月期间，在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进行季节性运营，此次首航航
线为“三亚-岘港-下龙湾-三亚”。歌诗达邮轮根据游客的不同出行需求，定制了多样化的航线，目的地涵
盖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热门旅游城市。 文/本报记者 徐慧玲 图/本报记者 武威

歌诗达·新浪漫号
三亚母港航线首航

1月4日，省委书记刘赐贵来到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朝拱村民小组脱贫户符茂吉家走访慰问，了解他们的家庭生产
生活情况，并送上深切关怀和新春祝福。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2020哪些民生
新举措将温暖

你我的小康生活？

全国有237个城市
已启动垃圾分类

政策落地后，
垃圾“落”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