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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9日讯 （记者侯
赛 通讯员莫少雄）3月9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口市疾控中心获悉，为满
足群众疫苗接种需求，3月10日起，
海口预防接种门诊将分批分阶段逐
步有序恢复预防接种服务，预约方式
以门诊主动预约受种者为主。

“请大家接到手机预约接种通知
后，再前往门诊接种疫苗。”海口市疾
控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为避免预防接

种过程中人群大量聚集，降低感染潜
在风险，预防接种门诊将通过预防接
种信息系统，梳理受种者相关信息，
以既往因新冠肺炎疫情延迟接种时
间的受种者为优先预约和接种对象。

首次到门诊接种的儿童，请家长
向门诊留下儿童信息和联系方式，工
作人员将在后续安排接种。接种门
诊以主动预约受种者的方式，确定接
种时间，引导错时接种，合理安排受

种者和疫苗接种先后顺序，并提示广
大群众，未接到预约通知前请不要前
往门诊接种。

目前，海口市疾控中心优先安排
乙肝表面抗原阳性母亲所生新生儿
的乙肝疫苗接种；在产房未接种乙肝
疫苗、卡介苗的新生儿；超过国家建
议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程序时限或
临近时限的儿童；含麻疹成分或脊灰
成分疫苗；少数有时限要求的非免疫

规划疫苗等特殊情况疫苗，如五价轮
状病毒病苗、13价肺炎疫苗等。

海口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海
口预防接种门诊从关闭到全面恢
复接种还需一定时间，由此造成的
儿童疫苗接种延期的情况，请各位
家长不必过于担心，绝大多数疫苗
及时补种仍能获得有效的免疫保
护。对于必须接种的特殊情况，请
家长提前与接种门诊沟通，并做好

接种前准备。
同时，接种者前往门诊接种时，

应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佩戴口罩，配合
门诊工作人员做好测量体温、出示

“海南健康码”等工作，不能佩戴口罩
的婴幼儿，尽量减少与他人近距离接
触，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距离。如有
发热、咳嗽、乏力、腹泻等情况，请不
要前往接种，另行预约接种时间，并
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海口今起有序恢复疫苗接种
接种时间由门诊统筹安排，未接到通知者勿自行前往接种 ◀上接A01版

申请人足不出户即可在网上办理相关审批，行政机关通
过快递将办理结果送达申请人手中；企业和群众可在海
南政务服务网上查询相关事项办事指南准备相关申报
材料，并可通过邮政邮寄报送申报材料；对进入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办理的交易服务事项，实行24小时
在线受理服务，对重点项目、重点工程提供在线咨询与
指导，协助项目主体登录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线上
办理主体信息登记、信息发布、投标文件递交等事宜。

此外，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还将提供“快审快办”
服务。对可合并申请、合并审批的事项实行合并办理，
快速审批。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对涉企审批事项再
次提速，在原来承诺时限的基础上，再次压缩审批时
限，所有事项均在受理后三日内完成审批，快审快办；
对法定受理需要进行现场勘验的审批事项，线上审批
和线下勘验同时进行，缩短审批时限，部分事项实行

“承诺+视频”现场勘验。
《通知》明确，方便企业群众“一门办理”。已将医

保、公积金、不动产登记等公共服务高频事项纳入政务
大厅集中办理的，各级政务大厅要做好宣传，提供便捷
服务；对未将医保、公积金、不动产登记等公共服务高频
事项纳入政务大厅的，各市县要积极推进事项纳入政务
大厅集中办理，为企业办事群众提供“一门式”服务。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招标“提速”。对所有入场登记
项目，当天受理，当天发布公告。对重点项目入场登记
实行容缺受理制，凡材料基本齐全，项目单位承诺开标
前3天补齐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概算批复的，
可先行办理项目登记和发布招标公告，加快推进项目
招标进度。

许可证和资格证顺延。因疫情防控影响，复工复
产期间许可证和资格证有效期自动顺延至疫情防控结
束，企业和人员可正常实施经营、执业。

服务“新密码”投资新商机
◀上接A01版
美国投资者咨询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新加坡投资者
关心离岸贸易，中国香港投资者有意在海南投资游艇
产业，北京投资者希望参与海南电商领域发展。

“一个总体感觉是，投资者都问得很细，涉及面很
广。”骆飞说，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投资者对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高度关注，他们纷纷表达了投资海南的愿望。

“针对这些来电的投资者，我们一一安排了‘企业
服务员’进行对接，实行‘一对一’全流程服务。”海南国
际经济发展局局长韩圣健说，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
关键之年，很多投资者希望参与海南发展。为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通过推出全球投
资服务热线，建立“企业服务员”制度，实行“横向联动，
纵向协调”的工作机制，联合各部门和市县园区，共同
为投资者提供专业服务，协调解决企业项目落地中遇
到的问题和困难，为全球投资者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
打造“不一般”的服务体验。

试运行期间，热线提供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服务，解
答企业关注的政策、行业投资机会和投资地选择等问题，
下一步还会根据业务情况，提供多种语言服务。热线24
小时开通，人工客服时间为周一至周五8：00至12：00以
及14：30至18：00（北京时间），其余时间接受留言咨询。

一些投资者反映，4008-413-413这个热线号码容
易被记住。“413，对于海南自贸港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
义。”韩圣健说，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党中央
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
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欢迎联系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我们正致力于成
为全球投资者来海南的第一站。投资海南，我们全力
为企业服务！”韩圣健说。 （本报海口3月9日讯）

一门办百事 服务全方位◀上接A01版
南丰镇水口村村民陈某起初不

愿意农用地被征收，黎贵侬等人耐心
讲解土地征收政策，解除他心里顾
虑，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3月4日，
随着最后1栋小平房被征收，该项目
征收完全部补征建设用地，为儋白高
速公路今年内通车赢得了时间。

现场交办会是“专组”破解难题
的利器。现场调查难题属实后，“专
组”负责人会当着企业负责人的面，
把企业的难题现场交办给政府职能
部门，限期解决。

位于那大镇东部新区的儋州市体
育中心“一场两馆”项目，总投资9.7亿
元。近日，中国建筑一局儋州区项目
负责人李晶反映了几个延误工期的难
题：“项目正在基础施工，找不到旋挖
桩机司机等特殊工种工人，缺少砂石
等原料，混凝土搅拌站动不起来。”

3月4日，儋州市委“专组”工作
人员到现场调查，当场开交办会，把

难题交办给政府职能部门：儋州市人
社局负责找特殊工种工人；儋州市乡
投公司负责河砂供应；儋州市资规局
负责碎石供应。

1天后，旋挖桩机司机、电焊工、测
量员等特殊工种工人进场了，河砂、碎
石都满足供应。3月6日，海南日报记
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旋挖桩机深挖桩
孔，混凝土搅拌站机器轰鸣，铲车在挖
填土方、平整场地。李晶说：“政府快
速解决难题，办事有效率。”

“专班”不是混日子
主动上门办实事

投资商或施工方上门找政府解
决问题时，问题往往已影响到重点项
目复工或拖延了工期。为解决这一
问题，儋州市委从相关职能部门抽调

12名业务骨干，成立专项工作班子；
安排19名联络员驻点服务企业，上
门“问诊”。

联络员实行首问负责制，通过专
人对接、电话问询、现场走访、报表收
集等方式，第一时间收集上报，提出解
决建议并跟踪落实。“专班”人员检查
督促联络员，调查重点项目复工、防疫
存在的困难，协调相关部门解决。

联络员驻点服务企业，能够早发
现问题，上报后早解决，推动重点项
目复工和加快施工进度。3月3日，
儋州市旅文局联络员黄晓鹏走访驻
点的滨海新区旅游产业园时了解到，
近期返儋省外工人多，虽有健康绿
码，但之前在工地工作的工人还是担
心被传染，不同意他们住员工宿舍，
严重影响项目施工进度。

黄晓鹏及时把发现的问题报告

“专组”。第二天上午，“专组”开交办
会，责成儋州市卫健委、海南西部中
心医院等，分批为滨海新区旅游产业
园工人检测核酸。当天下午，“专组”
到施工现场办公，承诺调动更多力量
给急需复工项目的工人检测核酸。3
月5日，已给60名工人检测核酸，并
表示将投入更多人力和物力，尽快为
首批852名工人检测核酸，检测结果
为阴性的可上班。

“专班”人员协调相关职能部门
解决难题，不解决不罢休。

儋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站工作人员张晋通被抽调到“专
班”。“项目的钢结构部分马上要安装，
从省外来安装工人约70人。”3月6
日，张晋通到30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
目工地督察，投资方负责人徐瑜摆出
了急需解决的难题：口罩缺600个、消

毒水缺5公斤；省外工人需要政府帮
忙点对点接送；持健康证的省外工人
需要及时快速筛查，才能早上岗。

在当晚的“专班”例会，张晋通
把企业的困难一一列出，并与有关
部门对接：儋州市卫健委有消毒水，
将尽快送到工地；投资方可购买儋
州市卫健委采购的口罩，也可通过
儋州市卫健委联系的经销商买口
罩；一定数量的省外工人到火车站
或机场后，由儋州市住建局或人社
局安排专车接送；儋州市卫健委负
责对省外工人快速筛查。徐瑜说：

“问题解决后，70名安装工人上岗，
工地就实现满负荷施工。”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加快
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要进一步弘扬特
区精神、椰树精神，构建一流营商环
境。儋州将尽最大所能帮助企业解
决实际困难，全力以赴推动复工复产
和经济发展。”

（本报那大3月9日电）

拓宽道路
发展提速

3月 7日，高空俯瞰主线
已完成通车的海口龙昆南延长
线改造项目。目前，该道路的
辅道配套工程及绿化正在完
善。该项目的完工将大大缓解
车辆进出海口的交通压力。

据了解，作为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集中开工项目之一，
海口市龙昆南延长线市政化改
造工程项目北起椰海大道，南
至绕城高速立交，全长约4.14
公里。

该项目在保留现有机动车
道和中央隔离带的基础上，根
据规划向两侧对称拓宽7米辅
道、2米机非隔离带和6米人
行道，由原来的35米宽扩建至
60米宽，实行双向六车道，并
在重要路口设置交通红绿灯，
在辅道下铺设雨污水市政管线
并重新布设照明工程。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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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事业作为我省统战部门开展经
济领域统战工作的重要载体，通过引导民
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主动参与到党和
政府的扶贫工作中，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
实现自身科学发展和共同富裕。新时代
如何更好地调动民营企业家参与光彩事
业的积极性？海南省光彩会副会长、省光
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驰的
答案是：开发建设“光彩事业”电商平台。

据悉，在省委统战部的坚强领导下和
省光彩会的大力支持下，张驰于2019年
1月8日成立海南省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同年4月13日启动“光彩事业”
电商平台研发。6月18日该电商平台上
线，11月11日正式发布。“平台旨在通过
创新模式，团结和引导我省更多的民营企

业家投身光彩事业，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发展，服务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在
这一过程中，平台将一定比例的交易金额
用于参与光彩事业，践行‘致富思源、富而
思进，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扶危济困、共
同富裕’的光彩精神。”张驰说。

为何对光彩事业情有独钟？出生于
吉林的张驰2008年开始在海南创业，在
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2年来，
他风雨兼程、拼搏奋斗，实现了企业从小
到精、从单一到多元，产业链逐步向物业、

餐饮、商业、互联网、教育等板块升级。“不
仅是出于企业规划的考虑，我把海南视为
第二故乡，一直把海南当作自己成长的根
据地和事业的出发点。”张驰说，“在发展
的同时，我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尽最大努
力带动群众就业，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竭尽全力发展好光彩事业。”

例如，在产业扶贫方面，张驰对接白
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白准村户用分布式
项目和1.146兆瓦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
目，帮扶贫困户266户；在教育扶贫方面，

资助定安县3名贫困大学生，资助定安县
龙河镇菉林小学的“美在心灵”爱心支教
团队13位返乡教师的教学用品和生活费
用等；在就业扶贫方面，定向设立园林绿
化、客服、工程等岗位19个。此外，从
2017年10月开始对口帮扶定安县龙门
镇红花岭村深度贫困户3户11人；帮扶
定安县雷鸣镇大罗村贫困户进行危房改
造；持续帮扶定安县定城镇仙屯村贫困
户、低保户、特困户共18户……

此类的善行义举还有很多。创业以

来，张驰的企业先后荣获定安县互联网+
爱心消费扶贫“爱心扶贫企业”、海南省光
彩事业重点单位、农村危房改造“千企帮
万户”受表彰单位、定安县希望工程圆梦
行动爱心助学“爱心集体”称号等荣誉。

“光彩事业”电商平台的开发，是张
驰创新创业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是对光
彩事业创新发展的有益探索，为海南光
彩事业发展壮大提供有力的实体支持。
平台发布以来，取得了一系列可喜工作
成果：向工信部和省通信管理局申请的

EDI资质获批，正式由B2C走向B2B的
运营模式；在澄迈海南生态软件园注册
二级公司（海南光彩事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与“海南民企发布平台”联合运营；增
设官方信息、商务资讯、光彩专栏的发布
功能；与乐东、白沙、澄迈、定安等省内市
县和吉林省前郭县对接优质产品；与在琼
的共23家保险机构进行合作……

光彩事业铺就光彩道路，光彩事业
铸就光彩人生。“展望未来，我将继续在
琼深耕细作和潜心创新创造，把握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新机遇，务实专注办企业，
遵纪守法搞经营，努力把企业做优做强，
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创造更大的社会价
值。”张驰表示。

（撰稿 江城 何光兴）

海南省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驰：

做光彩理念的倡导者 光彩事业的践行者

专题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罗安明 美编：陈海冰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环
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
行）》（HJ663-2013）和《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环
办监测〔2018〕19号）评价，2019

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
优良天数比例为 97.5%，轻度污
染天数比例为2.5%，无中度及以
上污染天。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是
五指山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和乐东黎族自治县，排名靠后的
是海口市、临高县和澄迈县。
2019年全省18个市县（不含三沙
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如右：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1月22日

2019年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公布
五指山、保亭、乐东排名前三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1月22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五指山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三亚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儋州市

琼海市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559

1.734

1.809

1.883

1.902

1.990

2.023

2.084

2.094

排名

10

10

12

13

14

14

16

17

18

城市

文昌市

屯昌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东方市

万宁市

定安县

澄迈县

临高县

海口市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2.112

2.112

2.187

2.201

2.215

2.215

2.245

2.371

2.476

优化审批服务
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