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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 show 汽车展览
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
Showgirl 女车模
They unveiled the new car at this

motor show.
他们在这次车展上发布了新车。

自贸英语

推动海口、三亚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扩
大包括第五航权在内的航权安排，提高机场航班
保障能力，吸引相关国家和地区航空公司开辟经
停海南的航线。

Promote Haikou and Sanya to ex-
pand the freedoms of the air with Belt
and Road partn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the fifth freedom,so as to im-
prove the flight support ability of air-
ports and attract airlines in releva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offer stopover
flights in Hainan.

【自贸英语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尤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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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自贸港政策知识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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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各类学校宣讲海南自
由贸易港知识

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本报保城9月22日电 （记者

梁君穷 见习记者高懿）为教育引
导广大青少年学生自觉把爱国
心、报国情、强国志融入到海南自
贸港建设之中。9月 22日，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举办校长书记开
讲自由贸易港知识“开学第一
课”，向学生解读《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宣讲自贸港建
设知识。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堂课，
让广大同学更加了解自贸港建设进
程，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将来做建设
海南自贸港的接班人。”保亭思源实
验学校校长赵同向说，“海南自贸港
是党和国家赋予海南发展的巨大机
遇，我们一定要教育好学生，把握住
机遇，争做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亲历
者、推动者、参与者。”

保亭中学高中党支部书记黄
进琼以《时代赋予海南的新起点》
为题目，从同心、爱心、核心为切入
点，向同学讲解海南发展的历史过
程、重大机遇挑战，并不时提问互
动，让在场的同学们受益匪浅。保
亭中学高一学生何开勇表示：“听
了今天这一堂课，让我更加了解海
南自贸港，国家给予我们海南这么
大的机会，我们作为中学生一定要
抓住机会，刻苦学习，更好地建设
海南自贸港。”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和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事迹

■ 见习记者 李梦楠 本报记者 李艳玫

“以前村边的沙滩上垃圾成堆，
很难迈得下脚。”9月22日，三亚市崖
州区梅联社区（原梅联村）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桂万光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时这样形容家乡过去的景
象，而如今，村民们可以光着脚在沙
滩上散步，这里成了乡亲们茶余饭后
的休闲地。

得益于“生态环境治理+精准扶
贫”志愿服务项目实施，让梅联社区这

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变为乡村环境
治理的“明星村”。梅联社区拥有7公
里的海岸线，海水碧蓝，沙质细腻，但
10年前却是另一种景象：垃圾随处可
见，蚊蝇成群，散发着阵阵恶臭，社区
里靠打鱼为生的渔民愈加难以维持生
计，纷纷外出打工。

家乡脏乱的现象，梅联社区返乡
大学生赵克攀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曾在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参与志愿服
务的他，与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相关
负责人沟通联系，希望协会能够帮助

梅联社区走出困境。
赵克攀的想法与蓝丝带海洋保护

协会着力推进的渔村治理项目理念相
近，经过实地考察后，2013年，蓝丝带
海洋保护协会启动梅联社区“生态环
境治理+精准扶贫”志愿服务项目。

赵克攀至今还记得项目启动之时
的艰辛与不易，“村民大都不理解，总觉
得保护环境和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大关
系。”为了转变村民的思想，蓝丝带海
洋保护协会工作人员与梅联社区居委
会干部从村民的意识和生活方式入手，
从转变村民生产经营模式发力，召开一
系列研讨会，组织讲座及环保电影放映
等活动，提高村民环保意识；发放垃圾
桶让渔民放在船上，不再将垃圾扔在海
里，而是带回村里统一处置；和渔民达

成协议置换渔具，变更捕鱼方式，减少
渔民对近海生态的破坏；圈禁渔区，通
过多次沟通，让渔民主动将作业渔网由
小眼渔网换为大眼渔网……

海滩上的垃圾减少了，海水的颜
色变清澈了，村民们摒弃了乱丢垃圾
的坏毛病……经过治理，梅联社区的
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桂万光说：“出
海的渔民不仅带回自己的生活垃圾，
还在归途捞起海里的各类垃圾。社区
里还联合渔民致富带头人叶东平请来
专业潜水教练勘测珊瑚礁，在梅联社
区7公里海岸线上的东锣岛周围延伸
3海里放置浮标，建立9公顷禁渔区，
保证了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态
修复。”

早在2014年，借着碧水蓝天青

山白沙的独特环境优势，蓝丝带海洋
协会协助梅联社区建设民宿，增加就
业，促进渔民收入增长。如今，慕名
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该社区许多村
民都利用起自家的空房打造特色民
宿，吃起“旅游饭”。经过几年的发
展，现如今，村民依靠旅游产业的收
入已很可观。

今年，梅联社区“生态环境治理+
精准扶贫”志愿服务项目在2019年度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
典型活动中被评为最佳志愿服务项
目。不仅如此，随着环境的不断改善，
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到梅联社区的前
景，愿意投资帮助社区改造基础设施，
提高居民收入。

（本报三亚9月22日电）

三亚梅联社区用生态环境治理擦亮美丽渔村招牌

“靠海吃海”变“养海富海”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计思佳）9月22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医疗保障局获悉，目
前，海口市辖区共有52家定点医疗机构联接国家
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其中，全市所有三级医疗
机构均已进入结算平台），方便异地参保人员来海
口市就医结算。

据介绍，异地参保人员可通过“国家异地就医
备案”微信小程序了解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政策，或
到参保所在地的社保经办服务窗口咨询。

海口市还对医保参保人员的转诊备案流程进
行了相应的简化，对于罹患恶性肿瘤的参保人员可
依据疾病诊断证明直接到社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
进行转诊备案；对临时外派工作的本市参保职工需
在外地就医的，可由单位开具外派证明，到社保经
办机构进行异地备案后，就可实现异地联网结算。

当前海南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结算的对象主要
包括：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异地转诊转院、长期异
地工作人员。长期异地居住人员，进行异地就医
备案时需签订个人承诺书；转诊转院人员需由就
医医院出具转诊转院证明材料；长期异地工作人
员由公司出具异地工作证明材料。

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采用“就医
地目录，参保地政策，就医地管理”。直接结算时，
原则上执行就医地支付范围及有关规定（基本医保
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参保地
的医保基金起付标准、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参保人员进行跨省异地就医住
院费用直接结算时执行海南医保待遇政策不变。

温馨提示：
海南参保人员进行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

接结算执行海南医保待遇政策不变

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定点机构数量

52家

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对象

长期异地居住人员

异地转诊转院

长期异地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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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52家定点医疗机构
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结算

本报临城9月22日电（记者张
文君 特约记者刘彬宇 通讯员吉洋
洋 王强）9月22日，临高县中小学
校举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政策知识测试。
“这次测试非常有意义，让我对

海南自贸港建设有了进一步了解。
作为一名海南人，我长大后希望能为

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临高中学
高二（23）班学生王勇盛说。

据介绍，在正常授课之余，临高中
学教师还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学习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政策
知识，让学生在学好主课的同时，树
立长远的目标，进行未来的职业发展
规划，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争做自贸港好少年

9月 22日，海南大学党委书记
武耀廷、校长骆清铭分别为该校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和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新生，以“开学第一课”的形式，阐明
了学生所学专业在海南自贸港建设
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引导他们自觉成
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亲历者、推动
者、建设者。

对于这节“开学第一课”，海南大
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大一新生张宇
欣直言颇有收获：“课上，骆校长对生
物医学工程学科与海南自贸港大健
康产业进行了深入解读，使我对所学
专业前景，以及海南自贸港建设政策
和知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认为，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背景下，医疗旅
游业必定会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
支撑。在大学4年里，我会认真学

习、夯实基础，希望今后能以专业知
识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除了授课，海南大学还通过多种
形式，比如充分利用新闻报道、学校
网站、校园宣传栏和LED屏等多种
媒介进行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和知
识宣传，大力报道学校先进个人、先
进集体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以及疫情
防控、复工复产、复学复课、脱贫攻坚
等工作取得的成绩、感人的事迹，在
全校上下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实干、
人人奉献的浓厚氛围。

海南日报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和
海南大学一样，大力宣传海南自贸港
政策和知识，除了省教育厅党委布置
的“开学第一课”活动外，全省各级各
类学校的“自选动作”同样可圈可点。

为提高《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的普及率和知晓率，海南省
农垦中学在全校学生中进行了自贸
港政策知识测试，并在初二年级的5
个班级中开展了知识竞赛活动。

“今天的讲座和知识竞赛让我对
境内关外、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这
些概念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该校
初二年级学生陈小妮表示，2025年
和2035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
节点，“而2025年是我读大学的时
候，2035 年正是我年富力强的时
候。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心
仪的大学，学成归来后把自己的汗水
和激情尽情挥洒在美丽的家乡。”

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教师
容玛丽介绍，近期，学校还举行了自
贸港知识问答、“建设海南自贸港 绿
色环保我先行”等活动，“希望通过开

展一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对海南自贸
港建设有一个初步认知，也希望能培
养孩子们作为自贸港主人翁的意识，
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为建设海南
自贸港贡献力量。”

该校二年级学生杨绎轩补充，学
校不断优化英语教学，并将中国传统
文化融入其中，“英语课程非常有趣，
而且老师们经常会组织英语朗诵活
动。到了端午节、中秋节这些传统节
日，老师们还会用英语教我们与节日
相关的故事和童谣，让我们的英语口
语得到很大提升，对英语学习也越来
越感兴趣。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步伐
的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来
到海南，我会坚持把中文和英语一起
学习好，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讲
好中国故事。（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为确保活动见真章、有实效，全
省各级各类学校均根据教育教学实
际和学生年龄层次，设计了青少年喜
闻乐见的授课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
海南自贸港政策和知识。

阙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海南自
贸港政策和知识，对于小学二年级的
学生还有些抽象和深奥。为了便于
学生理解，她把“三亚发展国际邮轮
母港”“推动建设文昌国际航天城”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等“高大
上”的政策，转换成了孩子们听得懂
的语言：“在未来的海南自贸港，我们
可以方便快捷地乘坐邮轮去看海；会
有更多航天航空科学家在文昌国际
航天城里工作；有更多海洋研究专家

集聚海南，一起研究海洋环境保护，
更好地利用海洋资源……”

对于学生提出的“推动海南自贸
港建设，我们小学生们能做些什么”，
阙平鼓励大家要“发奋图强为己任，
争做自贸港代言人”：“在海南自贸港
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展现自己
的风采。希望同学们能够勇敢地表
达，培养坚定的意志品质和积极向上
的心态。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为海南
代言，让海南骄傲！”

“开学第一课”上，海南省经济
技术学校校长袁育忠带领新生一同
畅想了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前景。他
提问：2025年、2035年、2050年，也
就是同学们21岁、31岁、66岁时，

海南自贸港将会是什么样子？在大
家充满憧憬、思绪飞扬时，他趁热打
铁：“同学们，不久的将来，我们就是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主力军。要将自
贸港政策落到实处，舍我其谁？责
无旁贷！”

他希望，每位新生从现在开始，
从海南自贸港建设对技能型人才的
素养需求出发，做好规划、付出努力、
学好本领、学会处事、修身成器、塑造
自我、营销自己，随时准备着抓住与
海南自贸港共同成长的宝贵机遇。

海南省农垦中学党委副书记、校
长牛业勋也为该校初二年级师生带
来了一堂以《建设自贸港：时不我待，
舍我其谁》为题的自贸港政策和知识

讲座，从海南自贸港的诞生、意义、建
设目标，以及当前呈现的新气象、新
成就等几个主要方面，让同学们对海
南自贸港建设有了全方位的了解。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胸怀梦
想者逐梦前行。”讲座中，牛业勋勉励
同学们，要立足当下、学习本领，把人
生发展与国家战略发展相结合，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他还提到，海
南自贸港建设政策的不断出台，也为
中学生在海南“新高考”背景下选科
走班提供了指导意义，“我们要紧紧
围绕海南‘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
等内容，不断完善学习计划和职业生
涯规划，让自己逐步成长为具有国际
化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人才。”

我省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开展海南自贸港政策知识“开学第一课”活动

嘿，少年！诗与远方在自贸港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计思佳

通讯员 刘晓惠

“作为小学生，我们要
讲文明、有礼貌、学本领，
长大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贡献自己的力量！”9月
22日上午，海口市英才小
学滨江分校校长阙平为该
校二年级（2）班全体同学
带来了一堂以“逐梦自贸
港，争做好少年”为主题的
班会课。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教
育厅获悉，为教育引导广
大青少年学生自觉把爱国
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伟大
实践中，省教育厅党委决
定在今年秋季学期开学之
际，组织全省各级各类学
校开展海南自贸港政策知
识“开学第一课”活动。

连日来，全省各级各
类学校分别通过讲授一堂
思想政治课、组织一期主
题班会活动、举办一场自
贸港知识进校园报告会等
方式，将海南自贸港政策
和知识普及给广大师生。

内容深入浅出 形式喜闻乐见

多种宣传形式 营造浓厚氛围

临高中小学校开展自贸港知识测试

三险一金跨省转入海南
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黄章群）外省人
员“三险一金关系转入”海南业务，涉及3个职能
部门，办成需跑几次？“最新答案是网上办、一次
办。”近日，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工作专班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打造“三险一金关系转入”
一件事套餐服务，我省已实现在线办理“三险一金
跨省转入海南”一件事一次办。

所谓“三险一金关系转入”一件事套餐服务，即
整合省社保局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跨省转
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入，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的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及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局的异地转入业务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在跨省就业之路上，相比于行李等实物的搬
迁，“更头疼的是户口和‘三险一金关系’等非实物
的迁移。”不少从外省来到海南就业的人员仍记
得，过去，入琼就业办理关系转入，需要准备多套
材料，还要填写申请表单分别向省社保局、省人力
资源开发局、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提交办理。

“现在，入琼就业通过海南政务服务网或者政
务服务APP，填写一张表单、上传一套材料，即可
完成一次办理，并且能够在‘用户中心’查看整体
进展和分项进展情况。”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说，相较于分项办理，一件
事一次办在线填写信息项减少55%，上传材料减
少44%，无须到现场办理，大幅缩短了办事时间，
提高办事效率和便捷度。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三险一金关系转入”一
件事外，我省已梳理并在海南政务服务网发布一
千余项“一件事导办指南”，从办事群众和企业的
角度提供办成一件事的指引，包括“高层次人才申
领住房补贴”“企业职工退休”“创业补贴申领”“个
人购房公积金提取”“我要开便利店”“我要开养老
院”等，后续分批次实现在线办理。

9月22日，在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阙平校长给二年级学生开展以“逐梦自贸港，争做好
少年”为主题的班会课。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