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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1日电 8 月 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班
达里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5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尼友谊
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建交65年来，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强政
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去年，我和班
达里总统实现互访，将两国关系提升

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同舟共济、守望
相助，并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谱写了
中尼友谊新篇章。我高度重视中尼关
系发展，愿同班达里总统一道努力，推
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迈进，为两国人
民带来更大福祉，为地区稳定和发展
贡献积极力量。

班达里在贺电中表示，尼中友谊

源远流长，基础深厚。建交以来，两国
关系显著拓展和深化。尼方欢迎中方
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尼方赞赏
中方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新冠肺炎疫情，
衷心感谢中方为尼抗击疫情提供的宝
贵支持。尼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全
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广泛共识，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下转A02版▶

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
就中尼建交65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尼泊尔总理奥利互致贺电

本报海口8月1日讯 （记者孙
慧）受今年第3号台风“森拉克”（热
带风暴级）影响，我省从8月1日至3
日将有一次较强风雨天气过程。8
月1日，省委书记刘赐贵就防范第3
号台风“森拉克”作出批示。8月1日
下午，我省召开全省防御第3号台风

“森拉克”视频会商会议，严密部署各

项防御台风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和财产安全。

刘赐贵在批示中指出，台风“森
拉克”将在三亚登陆或在其近海掠
过，直接影响中西部各市县，各方面
要周密部署，严加防范，特别是水库
和景区景点安全，防范特大暴雨造成
山体滑坡和洪涝等灾害，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当天下午，全省防御第3号台风

“森拉克”视频会商会议在海口召
开。会议要求，各市县、各相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杜绝麻痹大意，全力以
赴落实好各项台风防御工作。由于
前段时间，我省降雨量偏少，持续高
温，导致多个市县出现气象干旱，此

次台风将带来强降雨过程，各有关部
门和市县要把防风和抗旱工作结合
起来，精准分析雨情，做好水库蓄水
补水，同时也要预防干旱转向积涝的
可能性。

会议要求从四个方面切实抓好
防风防汛工作。一是密切跟踪台风
监测，及时预警预报，加强会商研判

分析。二是防范工作前置，下沉防御
资源，提前排查水库、建筑工地、漫水
桥等风险隐患点，消除隐患。三是做
好电力安全保障、城市排涝等准备。
四是重视旅游景点景区的防风准备，
保障游客安全。

副省长、省防总总指挥刘平治参
加会议并讲话。

我省部署防范第3号台风“森拉克”
刘赐贵作批示

本报海口8月1日讯 （记者况
昌勋）8月1日，省长沈晓明到省大数
据管理局调研“码上办事”平台建设
和应用工作，要求不断完善“码上办
事”平台，推动政务服务信息化。

沈晓明听取了“码上办事”平台

建设和应用情况汇报，观看了平台
功能演示，并就明确平台定位、重
点功能、宣传推广等工作进行了
研究。

沈晓明指出，“健康一码通”在疫
情防控中的推广使用，为实现“一人

一码”创造了难得的机会，要继续高
度重视，延续拓展“码上办事”平台功
能。要以聚类聚焦为重要基本点，
不断完善“码上办事”平台，并明确
与其他政务服务信息系统的关系。
要将“个人服务”作为平台功能定

位，各部门单位和市县涉及个人服
务的信息系统要在“码上办事”平台
汇集。应用场景要突出重点，完善
好医疗服务、电子证照、个人信用、
农民信息、社会保障、教育服务、离
岛免税购物和岛内居民日常消费品

“零关税”等个人服务功能。要大力
宣传、扩大推广运用“码上办事”平
台，提高用户粘性，功能成熟一项宣
传推广一项。要确保信息安全和隐
私保护。

冯忠华、倪强参加调研。

沈晓明调研“码上办事”平台建设时要求

不断完善“码上办事”平台功能 加快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

本报讯（记者罗霞）近日，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经
验和第二批“最佳实践案例”。在第二批20个最佳实
践案例中，由我省提供的“优化事业单位对外籍人员的
管理和服务”入选。

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服务贸
易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支撑。我省以出台事业
单位聘用外国人管理办法为契机，推动解决事业
单位聘用外国人的岗位限制问题，为深化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及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国际人才
支撑。

据了解，我省明确适合聘用外国人才的工作岗
位，明确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中的专
业技术高级岗位和工勤技能一级、二级岗位可用于
招聘外国人才；建立学术评审委员会考核评价外国
人员机制，全面、有效、客观地评价外国人员；允许采
取市场化方式先期发现挖掘招聘人才，实行定向招
聘，解决信息不对等、渠道过于狭窄等问题，有利于
提高招聘精准率；采取灵活多样的薪酬分配方式，创
新提出事业单位聘用的外国人可采取年薪制、协议
工资制、项目工资制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较好地
解决岗位待遇低不利于人才引进的问题。从实践效
果看，我省优化了放宽外籍人才岗位限制的制度安
排，外籍人才招聘模式实现新突破，加速了人才国际
化进程。

海南一案例入选全国深化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最佳实践案例

本报讯 （记者习霁鸿）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
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获悉，在7月28日
召开的2020年“第四届全国12345政府服务热线年
会”上，海口市民游客中心荣获“全国十佳热线奖”和

“机制抗‘疫’卓越奖”。
据悉，在相关评估机构针对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

345条政务热线的运行质量测评结果中，海口市在副
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含计划单列市）的运行质量排
行榜中排名第三，海口市民游客中心获“全国十佳热
线奖”。此外，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在“2020 年全国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的优秀案例”中荣获“机制抗

‘疫’卓越奖”。
据了解，近年来，海口建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搭建了“7×24”小时在线，集咨
询投诉、信息智能、应急管理为一体的12345海口市
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设立营商、外语、人才、政务等
专席，探索“12345+”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指挥棒”

“绣花针”“连心桥”的作用，不断提升市民游客的满
意度和幸福感。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
荣获“全国十佳热线奖”

我省优化水务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流程
从8个阶段优化为3个阶段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孙慧 特约记者邹小
和）海南日报记者7月31日从省水务厅获悉，近日省
水务厅从优化水务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入手，将水
利工程建设程序优化为立项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
竣工验收等3个阶段，总体审批时间控制在102个工
作日以内。

近日，省水务厅制定了《海南省水务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流程图》，并予以公布实施。原水利工程建
设程序需要经过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施
工准备、初步设计、建设实施、生产准备、竣工验收、
后评价等8个阶段，现梳理优化流程后，只需经过立
项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竣工验收等3个阶段，
水务工程建设项目总体审批时间控制在102个工作
日以内。

省水务厅还针对重点园区水务工程建设项目的
审批，以区域评估代替单一项目评估。全省各类经
济开发区、产业园区等按区域开展水资源论证、水土
保持评估、节水评价和洪水影响评价，已完成区域评
估并取得相应成果的适用区域，各级行政审批、监管
部门承认其区域评估成果的有效性。无明确规定
的，不再要求入驻该区域的项目单独办理相同事项
的审批或利用区域评估成果，简化入驻该区域的项
目评价内容。

新闻故事 一个纸浆碗的“求职记”
（A02版）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您手里拿的本色纸浆碟，是我
们卖场新上架的环保型一次性餐具，
这边还有生物基组合餐具可以选
择。”8月1日，在位于海口市国兴大
道的大润发超市内，销售人员王传正
在为顾客做介绍。在他身旁的货柜
上，摆放着品牌、价格不一的十多种
相关产品。

8月1日，是我省重点行业和场
所正式禁塑首日。按照安排，即日
起至11月，我省机关单位、学校、医
院、大型商超、国企、旅游景区等重
点行业和场所率先开展禁塑工作，
让部分传统塑料“下岗”，替代品

“就位”。

在位于海口市美祥横路某住宅
小区的一家超市里，海南日报记者
看到，该超市已开始用白色的全生
物降解型塑料袋为顾客盛装商
品。与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相比，
这类全生物降解型塑料袋手感偏
软，摩擦声小，撕开延展性好。在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食堂，部分打包
餐盒已被替换，原来透明的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碗等餐具“退出”了
食堂。

统计数据显示，我省一次性塑料
袋年消耗量约4万吨，一次性塑料餐
具年消耗量约2.5万吨，共计约6.5万
吨。此前，我省发布《海南省禁止生
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名录（第一批）》（以下简称《名

录》），已初步将塑料袋、餐具等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纳入禁塑范围，
以负面清单的形式明确禁止生产销
售和使用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种类。

即日起，上述率先开展禁塑工作
的重点行业和场所，须对列入《名录》
的塑料膜袋、餐具等2大类8小类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说“不”，探索
禁塑经验，为今年12月全面禁塑做
准备。

“今年上半年，海南共生产销售
了128.2吨环保替代品。此外，我省
禁塑工作管理平台也已开始运行，对
进入我省市场的全生物降解塑料制
品生产企业信息和产品信息纳入平
台管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推动市
场监管执法信息化。”省生态环境厅
有关负责人介绍。

当前，我省正积极加大禁塑工作
宣传力度，丰富宣传方式，营造浓厚
禁塑氛围。7月31日，海南省全面禁

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禁
塑行动倡议书，倡导大家增强禁塑环
保意识，积极响应“禁塑令”，争当禁
塑行动的实践者。

同时，有关部门下一步将通过尽
快提升一次性餐具类替代品产能、加
快形成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本地检
测能力、加强全过程监管执法等举
措，进一步推动禁塑工作落实。

（本报海口8月1日讯）

海南重点行业和场所正式禁塑首日——

部分传统塑料制品“下岗”多种环保替代产品“就位”

台风“森拉克”掠过三亚近海
我省今日仍有较强风雨

8月 1日下午，受今年第3号
台风“森拉克”（热带风暴级）影响，
三亚海域风大浪急，多艘船舶遇险
求助。

南海救助局三亚救助基地出
动大型救助拖轮，先后成功救助两
艘遇险渔船上的 15名渔民。据
悉，15名遇险渔民已被安全送抵
三亚码头妥善安置。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陈柏蓉 吴文章 文/图

两渔船三亚海域遇险

15名渔民
全部获救

（A03版）

水库：加强巡查保安全 景区：疏导游客避危险 分析：持续降雨解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