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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磊

“这段时间，我们正以超常规的举
措，紧锣密鼓地开展社管平台各项督
查整改工作，打通社管平台实战力量
联勤联动的‘最后一米’。”4月24日
上午，在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指
挥中心，海南社管平台建设管理团队
工作人员王伟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平
台建设近期工作。

早在社管平台建设之初，该平台
各项建设工作就创下了超常规的速
度。社管平台综合楼项目是社管平台
重要的基础性工程，项目开工后以“平
均5天一层楼”的速度，将土建工程工
期从540天压缩为150天，充分体现
了“海南速度”。特别是疫情期间，在
做好防护的基础上，全体施工人员和
技术人员放弃休假，加班加点施工，目
前已基本完成项目建设。社管平台综
合楼的高速度建成，为社管平台长期、
高效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目前，省
社管平台已经正式投入实战化运行。

“社管平台能够快速投入实战化
运行，可以说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
王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整个设计
及建设过程中，还离不开技术团队以

“一天当三天用”的精神，加快推进各
项设计研发工作。

这样的超常规速度，一直贯穿社
管平台建设到实战化的全过程。社管
平台投入运行后，面对从各方汇聚而
来的海量数据信息，如何从技术层面
有效管理利用，如何确保这些来自全
省各地的数据信息全部结构化汇聚到
社管平台，需要通过各项演练、实战发
现问题，并通过整改不断完善。

“为保证社管平台在实战过程
中各项环节万无一失，这段时间需
要通过补齐各项短板，以超常规的
举措加速推进各项工作。”王伟介
绍，为限期堵住社管平台环岛防控
圈视频点位部署的漏洞、补齐全省
视频资源结构化的关键性短板、打
通基层实战力量联勤联动的“最后
一公里”和“最后一米”、突破制约社
管平台特别是市县社管平台战力生
成发挥的关键瓶颈，省社管平台领
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分组对市县社管
平台实战化进行专项督导，并对总
平台支持基层战力生成的保障能力
进行检验，自一线末端向上追溯，逐
个环节开展督导整改。

王伟介绍，尽管整个督查的时间
紧、任务重，但省社管平台建设管理
团队向督察组增派了得力的人手，并
形成了高效的督查方案，以高效完成
督察，快速完成整改，在短期内打通

实战力量联勤联动的“最后一公里”
和“最后一米”，实现社管平台高效稳
定运行。

据了解，通过一系列的督查、整改

工作，社管平台近期将要完成环岛防
控圈出海卡口监控点位闭合，全省道
路卡口、电子警察、重点部位视频信息
全部结构化汇聚到社管平台，推进社

管平台工作终端在乡、镇、街道、渔村
等基层一线全覆盖等五大任务，争取
在5月15日前全部完成。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

快速推进基建建设和数据信息管理利用

5天一层楼，省社管平台实现实战化运行
采取超常规举措 体现自贸港速度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傅
人意 通讯员潘志勇）4月24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全省扶贫办主任电话电
视会议获悉，我省去年“国考”（2019
年全国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成绩再次
进入全国第一梯队，实现脱贫攻坚“创
优保优”目标。会议还通报我省今年
一季度脱贫攻坚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今年以来，我省积极应对疫情影
响，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我省及时出
台《抗疫情保增收防返贫十五条措
施》，通过外销（售）内消（化）、开展消

费扶贫“春风大行动”等措施帮助农
户销售农产品增收，并协调推动扶贫
领域复工复产。

截至目前，现有61家省级扶贫
龙头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216个扶
贫车间开工率93.52%。近期，在省
领导的示范带动下，各市县陆续开
展四套班子领导带头认购扶贫产品
活动，截至4月22日累计销售扶贫
产品总额达647万元，签订农产品
订单 312.52 万元，受益贫困户约
2.92万户次。

剩余三个贫困县摘帽工作如期
完成。五指山、临高、白沙3个贫困
县于今年2月底如期完成计划摘帽
任务。

“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工作紧抓
不放。教育保障方面，今年春季学期
教育补贴已于去年秋季学期一并发
放，目前未发现贫困家庭义务教育辍
学等问题。医疗保障方面，今年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住院实际报销比例达
90.97%，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户新农
合均已参保。住房安全保障方面，今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目标任
务64户221人（均为未脱贫户），目
前已全部开工。饮水安全方面，从3
月底开始对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饮水安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预计5
月15日前完成。

就业扶贫呈现出良好态势。截
至4月上旬，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户已
外出务工19.27万余人，相比3月初
增长37.15个百分点。光伏扶贫收
益设置公益岗位方面，目前今年全省
光伏发电收益141.59万元，设置公

益岗位438个，吸纳贫困人口就业
438人，发放岗位工资共4.31万元。

产业扶贫力度进一步加大。扶
贫项目建设及资金支出方面，今年全
省安排扶贫项目2646个，截至4月上
旬已开工1838个，开工率69.46%；已
安排资金26.64亿元，支出资金8.61
亿元，支出进度为32.33%。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扎实抓好脱
贫攻坚问题整改、实行重点工作调度
督导机制、推进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
进一步提高产业扶贫质量等工作。

我省去年扶贫“国考”成绩再列第一梯队
今年脱贫攻坚继续呈良好态势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陈骏翔

新鲜的农家蔬菜、正宗的古法黑
糖、甘甜的龙眼蜂蜜、刚采摘下来的睡
莲……4月24日上午，海口市消费扶
贫“春风大行动”第二场活动走进海口
第二行政办公区，现场琳琅满目的农
产品让人目不暇接，几乎每一个摊位
前都挤满了驻足选购的干部和群众。

活动现场，主办方将销售展区划
分为秀英区、龙华区、琼山区、美兰
区、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市商务

局、市供销社等53个展区，包含上百
种优质扶贫农产品。绵绵春雨，阻挡
不了大家“买买买”的热情。来自海
口及临高、澄迈等市县的200多种扶
贫农产品吸引了干部职工、市民群
众、爱心人士咨询购买。

来自海口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
杜林武和4名同事一同约着来“赶
集”。“产品都非常新鲜实惠，看着就
很诱人，忍不住想下单，我们每个人
都买了100多元的产品。”杜林武说，
消费扶贫现场活动不仅帮农民打开

了销售渠道，也让大家很方便就能买
到高品质的农产品。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发现了不
少“老面孔”，都是上周已经来参加过
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的农户和商
家。4月17日，秀英区永兴镇建中村
脱贫户吴清诚带来了自家产的200
多个“稻谷蛋”，不到20分钟全部售
罄。这次，他吸取了“教训”，拉来了
1200个土鸡蛋，还是不到1个小时
就全部卖光了。“我家的鸡都是拿煮
熟的稻谷或米糠喂食的，所以产的蛋

煮起来特别香。”记者注意到，不少人
发现吴清诚的鸡蛋又卖光了，很是遗
憾，便加了他的微信，约定让他通过
电商发货到家。

路过美兰区的销售展区，一股清
香的地瓜香味扑面而来。来自美兰区
灵山镇新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张世群正带领村民们吆喝推介村里
的“明星产品”——三角宁地瓜。“灵山
镇东海岸一带的沙地经过海水的浸
染，形成天然的松软咸沙地，因沙地中
含有的海盐成分，所以种出来的地瓜

甜中带咸，非常好吃。”张世群特意让
村民们带了一个保温桶，里面放满已
经煮好的地瓜，让大家先尝后买。现
场品尝后，很多市民都对三角宁地瓜
的独特风味赞不绝口，纷纷下单。

短短两个小时，现场农产品销售
额就达到86.9万元，让参与活动的农
户笑开颜。海口市扶贫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接下来，海口还将举行“春风
大行动”第三场活动，继续帮助农户
销售扶贫产品。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

农户“老面孔”又来了 吆喝推介“明星产品”
——海口第二场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见闻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陈蔚林）近日，
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海南省“南海
系列”育才计划第二批人选名单。省直宣传文化
系统10人榜上有名，入选人数较第一批有大幅
攀升。

其中，省委宣传部推荐的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总编辑吴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播王艳入选“南
海名家”，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编辑邓瑜入选“南海
名家”青年项目；省旅文厅推荐的省琼剧院演员林
川媚入选“南海名家”，海南省旅游学校教务科科
长龙彦娟，海南省旅游学校教师王瑾、周建东、詹
新明入选“南海工匠”；省文联推荐的海南大伟雕
艺有限公司工艺师汤全兴、海南黄花梨学会理事
周凤娇入选“南海工匠”。

开展“南海系列”育才计划是我省加大本地高
层次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实施“人才强省”的重要
战略。“南海系列”育才计划共有“南海名家”（含南
海名家青年项目）“南海英才”“南海工匠”“南海乡
土人才”4个评选系列。2018年4月13日以来，
省直宣传文化系统以增强“四力”为总要求，坚持
培养和引进“双轮驱动”，高度重视本土人才培养
工作，积极发掘各类人才，充分发挥人才工程和项
目的培养带动作用，在“南海系列”育才计划评选
活动中屡获佳绩。

“南海系列”育才计划第二批人选名单公布

省直宣传文化系统10人入选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李磊）4月24日
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在海口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4月22日省委常委会会议精
神，研究贯彻意见；传达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栗战书在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刘赐贵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座谈会上的讲话，
并研究贯彻意见。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

会议指出，省人大两级党组要明确责任，落实
分工，以超常规的举措及时跟进自贸港建设各领
域、各环节、各阶段的最新需求，以法治建设规范
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政府提高效能，建立健全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推动自贸港投资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为自贸港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以实际行动落实4月7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座谈
会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两级党组要结合人大工作实际，列
出今年人大党建工作清单，按照清单抓党建工作
的落实，切实抓好今年人大机关的党建工作，并以
党建为抓手，创新性地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
项工作。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许
俊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何西
庆，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光辉、林北川、陆志远、关
进平，党组成员、秘书长林泽锋出席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列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要求

明确责任抓落实
为自贸港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指挥中心。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4月23日0-24时我省报告新冠肺炎新增
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病例0例，新增死亡病例
0例，新增出院0例。

截至4月23日24时，我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68例，重症病例0例，死亡病例6例，出
院病例162例。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621人，已解
除医学观察6606人，尚有15人正在接受集中医
学观察。

截至4月23日24时，我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29例，当日无新增，累计解除隔离
22例，尚在医学观察7例（6例为境外输入、1例为
湖北输入，目前已转为阴性）。无症状感染者中，
海口7例、三亚18例、东方2例、陵水1例、万宁1
例；22例为境内，7例为境外输入（输入国为英国
5例、荷兰1例、西班牙1例）。

4月23日我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炜
森 代龙超）4月24日上午，省公安厅召开视频会议，
部署全省公安机关“三无”船舶清理整治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沿海地区“三无”船舶总量多、
分布广、来源复杂，给自贸港建设风险防控带来影
响，必须清理整治，加强治安管理，防范违法犯罪
活动，坚决维护沿海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全省公
安机关要配合相关部门及地方党委政府做好下列
工作：在前期“三无”船舶情况摸排基础上进行全
面深入复核，分类建档；根据分类情况统一编挂治
安管理识别号牌；深入港区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
动；制定“三无”船舶清理整治实施方案；开展渔港
船舶划区域规范靠泊，沿岸港岙口停泊点划区域
集中规范停泊工作；组织全面开展“三无”船舶清
理整治维稳风险评估，做到一船一评估，加强社会
面防控工作；对“三无”船舶分类进行清理整治；依
托社管平台岸线防护圈项目，为暂时未取缔的涉
渔“三无”船舶安装船载北斗定位终端，开展行政
执法；加强对正规修（造）船企业、二手船买卖中介
的日常监管。

会议要求，各市县（洋浦）公安局、海岸警察支
队在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行政执法的同时，全
面做好打击整治过程中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护工
作，对暴力抗法、非法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果断依
法处置。

我省将开展
“三无”船舶清理整治

近日，在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
伟达化工就业扶贫车间，数十名本
地农户工人在生产纺织袋。

据介绍，该扶贫车间2019年
投入生产，采取“政府+企业+贫困
户”的形式，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贫
困村设厂，由村委会为企业提供车
间场地，农户接受企业技能培训后
便可上岗，月均收入可达3000元-
4000元。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儋州：
农户乐业扶贫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