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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电话：0898—12366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网 址 ：http://hainan.chinatax.gov.cn/

海南省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

加强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维护退役军人合
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移交接收、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
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

联系电话：0898-68660501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1号

中共海南省委
人才发展局

电话：66235302、66235902
邮箱：hnrcb@126.com

致在琼国际人才的一封信
详情请扫码查看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因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的城市排水管理职责划转
由海口市水务局承担。原先由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审批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等涉水相关事项自2021年1
月1日起由海口市水务局办理。

联系电话：0898-68723635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全
国妇联启动“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
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群
众性宣传教育活动。

启动仪式为荣获全国三八红
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集
体）、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巾帼建
功标兵、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称
号的代表颁奖。现场表演的舞台
剧《党的女儿》，运用时空对话的方
式，生动形象地回顾了在党的领导
下，广大妇女巾帼不让须眉、不懈
奋斗的百年光辉历程。合唱《唱支
新歌给党听》用优美的旋律和动人
的歌声表达了少年儿童对党的深
情。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妇女代
表们纷纷表示，要自觉把人生理想
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历史伟
业之中，在建功“十四五”、奋斗新征
程的火热实践中奋力拼搏，做伟大
事业的建设者，做文明风尚的倡导
者，做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据了解，“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

程”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是全国妇
联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落到基层、融入全程的有效
载体，是妇联组织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面向妇女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举措，已在全国各
地同时启动，将通过女大学生讲党
史故事、党史中的巾帼英雄故事、红
色家风传承、少年儿童心向党、为妇
女群众办实事等特色鲜明、形式多
样的活动设计，引导广大妇女儿童
和家庭学党史、颂党恩，在回顾历
史、展望未来中，把感恩党、感恩新
时代的真挚情感化为奋斗建功的实
际行动，以妇女民生改善的成效庆
祝党的百年华诞。

据介绍，全国妇联近期联合新
华社、湖南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
开展“1921--2021：党的女儿”大
型融媒体宣传活动，陆续推出百集
短视频、主题图书、网络电影、动漫
集册等产品，感染激励广大妇女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以饱满的热情
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

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程
全国妇联启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

2月26日，与会的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代表和全国三八红旗手代表等在活动上宣读倡议书（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把婴儿带到世界的，是“她”；抚育
孩童成长的，主要是“她”；经营家庭，
一半靠“她”；社会、国家、人类的发展
进步，时时处处，离不开“她”。3月8日
是“她”的节日，世界把祝福送给“她”。

回想上一个“她”的节日，亿万女
性奋战在抗击疫情的各条战线上，有
的白衣执甲，不畏艰险；有的奋勇攻
关，力驱病魔；更多的是在各自岗位
上忠诚履职，顽强拼搏，凝聚出能化
柔为刚、可廉顽立懦的“她力量”。

回顾过去的一年，在疫情防控、
脱贫攻坚的重要时刻，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都能
看到无数“她”的美丽身影——“人民
英雄”称号获得者陈薇、“时代楷模”
张桂梅、“敦煌女儿”樊锦诗……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军功章”有“她”沉甸甸的一半。
人类的历史，同样是“她”的历

史。但是，国人熟知的“她”的语义，
诞生至今仅有100余年。在此之前，
第三人称女性代词在中文里是缺失
抑或是模糊的。百年以来，中国人民
解放事业的壮丽画卷中有着妇女解
放事业的光辉篇章，新中国的发展进
步也推动着妇女事业的发展进步。

“谁说女子不如男”，这是70多年
前在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潮中
唱响的一句豫剧唱词。但是，“女子不
如男”的种种歧视如今在个别地方、个
别人身上依然存在——家庭暴力、职
场歧视、人身侵害，男女平等还需要进
一步的努力。对“她”的祝福不是一则

“女神节”的促销广告，也不仅仅是一
束鲜花，而要时时地地落到实处。

祝“她”幸福，不仅在“她”的节日。
（新华社杭州3月8日电 记者冯源）

祝“她”幸福，不仅在“她”的节日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徐
壮）“向奋战在安保维稳第一线的广
大公安女民警辅警致以美好的祝
福！向广大警嫂、爱警母亲致以崇
高的敬意！”在8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国忠特
意送上妇女节祝福。

公安部数据显示，全国200万公
安民警中，女民警人数超过28万，占
队伍总数的14.3%。

李国忠通报，“三八”国际妇女
节到来之际，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
赵克志签署命令，授予全国53名女
民警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公安部、全国妇联联合发文，通报表
扬100名成绩突出女民警、100名好
警嫂和100名爱警母亲。

据介绍，此次受到表彰的女民
警，有逆行出征、向险而行的抗疫先
锋，有把辖区当家、把群众当亲人的

社区民警，有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
女交警，有与犯罪分子正面搏斗、殊
死较量的女刑警，勇猛果敢、应急处
突的女特警，还有驻守高原边疆“缺
氧不缺精神、海拔高斗志更高”的国
门卫士等。

“一方的安全，社会的安宁，人
民的安心，凝聚着她们的执着和坚
守，饱含着她们的奉献与牺牲。”李
国忠说。

全国女民警人数超28万

公安部表彰女民警、警嫂和爱警母亲

新华社石家庄3月 8日电（记
者范世辉）7 日，在河北武安市大
同镇月亮怡家制衣厂的二楼生产
车间里，缝纫机“哒哒哒”的运转声
一刻不停，30多位女工正在赶制
一批美国订单，6000 件婴儿连体
爬爬裤。

苗佳是大同镇张里店村村
民，去年年初，她经人介绍来到月
亮怡家制衣厂上班。“老板人特
好，将制衣厂开在了咱家门口，不
光让咱带着孩子上班，而且上班
时间自由，有事儿跟老板说一声
就能回去办。”苗佳说，为了方便
大家在做工之余照看孩子，车间
旁边还单独辟了一间儿童乐园，
里面配置了桌椅板凳，供孩子们
学习玩耍。

月亮怡家制衣厂创始人李月芳
过去一直在武安市里发展，凭借过
硬口碑积累了不少老客户。

看到李月芳生意越做越大，不

少人都来打听能否来厂里上班。“她
们大多是被孩子‘绑’在家里的，没
办法外出打工。”李月芳和丈夫商量
后，决定将制衣厂开到农村去，让村
里的姐妹也能靠自己的双手获得一
份稳定收入。

2017 年，李月芳把老家的房
子重新翻盖，又添置了一些机器，

“家门口的制衣厂”建成了。制衣
厂工作时间比较灵活，接送孩子、
照顾家里、做农活一样也不用落
下。就冲这一点，村里好多人赶来
应聘。

很多人担心不懂技术不好上
手，李月芳亲自上阵当起了女工们
的师傅，教她们如何使用机器，耐
心讲解开袋、放明线、做兜盖等工
序步骤如何操作。“我们陆续在车
间上了最新的自动化设备，降低了
技术门槛，新员工一般三四天就能
上手。”李月芳介绍。2020年，李月
芳的制衣厂被河北省妇联评为“巧

手脱贫示范基地”。
目前，李月芳在武安市大同镇、

矿山镇和西土山乡共设立了7个加
工点，每个加工点覆盖周围两三个
村庄，解决了200多名农村无业妇
女的就业问题。

“我还想在大同镇建立一个正
规的大厂房，把员工们都聚集到一
块儿，孩子们上下学一块儿接送，让
工人能专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李月芳说。

武安市妇联主席郝晓敏说：
“为鼓励和引导农村妇女自主创
业和灵活就业，武安市打造了巾
帼创业孵化基地，同时为符合条
件的女性创业者提供小额担保贷
款，大大降低了女性创业的风险
和成本。”

目前，武安市像李月芳这样规
模搞缝制的娘子军近 30支，覆盖
15个乡镇，带动8000多名农村妇
女就业。

河北武安巧手娘子军“缝”出致富路

3月8日，在长沙市解放西路与黄兴路交会处，市民走过斑马线。
当日是三八妇女节，印着“心形”图案的粉色斑马线亮相湖南省长沙市解

放西路与黄兴路交会处，增添了节日气氛。 新华社发

粉色斑马线扮靓妇女节

3月8日，游客在武汉大学赏花。
当日，武汉大学开始接待预约游客进校赏樱

花。今年赏花季到来，武汉大学作出安排：社会
公众需要实名提前3天预约，工作日每天预约限
额1万人，周末每天预约限额1.5万人。

同时，为履行承诺和致敬感恩援鄂抗疫医护
人员，学校设立抗疫医护赏樱绿色通道，援鄂医
护人员及省内抗疫医护人员均可通过学校指定
的网络绿色通道登记后经核验进校赏樱。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武汉大学开始接待预约游客赏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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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春运收官
预计共发送旅客8.7亿人次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樊曦 周圆）8
日，2021年春运迎来最后一天。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今年春运全国铁路、
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预计达到8.7亿人
次，比2019年同期下降70.9%，比2020年同期下
降40.8%。各地积极响应“就地过年”号召，客运
量较往年降幅明显。

其中，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2亿人次，比2019
年同期下降46.5%，比2020年同期上升3.5%；公
路累计发送旅客6.0亿人次，比2019年同期下降
75.5%，比2020年同期下降50.2%；水路累计发送
旅客1533.8万人次，比2019年同期下降69.8%，
比2020年同期上升24.5%；民航累计发送旅客
3536.8 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51.5%，比
2020年同期下降8.5%。

在高速公路方面，春运40天，全国高速公路
累计流量 118049.8 万辆，同比 2019 年上升
0.4%，同比2020年上升77.6%；其中，客车流量
98936.7万辆，同比2019年下降3.6%，同比2020
年上升75.8%；货车流量19113.1万辆，同比2019
年上升27.9%，同比2020年上升87.4%。货车流
量较往年增幅显著。

北京推出
12条赏花游主题线路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张漫子）大
觉寺的古寺兰香、明城墙下的千株梅花、紫禁城
的雪落梨花……又是一年春来时，为了让北京市
民沿途赏遍迎春花、玉兰、桃花、梅花、樱花、丁
香、海棠、杏花等花开美景，北京市文旅局8日推
出12条赏花游主题线路，邀请广大游客在春色
中漫步北京。

北京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推出的
12条“花开的日子——漫步北京赏春花读建筑主
题游”线路，特别结合北京的古建特色，将“赏春
花”与“读古建”结合起来，不仅能够让市民赏美
景、嗅花香，还可以了解古老建筑背后的名人轶事
和文化故事。

这组线路囊括了北京春天最美、最有代表性
的花卉品种，包括迎春花、玉兰、桃花、梅花、樱花、
丁香、海棠、杏花、梨花、郁金香、牡丹、梧桐等，赏花
线路及目的地涵盖北海公园、中山公园、景山公园、
明城墙遗址公园、颐和园、潭柘寺、大觉寺、法源
寺、天坛公园、宋庆龄故居、故宫文华殿和慈宁宫
花园、智化寺、南池子大街等北京标志性建筑和

“网红打卡地”。
“漫步北京”系列旅游线路是北京市文旅局于

2020年6月推出的文旅休闲品牌线路，至今已陆
续推出2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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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区域营
商环境不断优化，新增市场主体数量
呈加速增长态势。为服务企业、助力
实体经济发展，工行海南省分行从账
户服务入手，按照“两个加强、两个不
减”账户管理要求，着力提升企业账
户服务质效，做精做实做细企业银行
账户服务与管理工作，为广大小微企

业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和优质的金融
服务。

在工行海甸支行营业部，为方便企
业开户，该营业网点设置了专门的对
公开户服务专柜,并在醒目位置向客
户明示告知开户所需资料，且有专人
负责企业银行账户业务咨询和预约服
务，详细说明账户收费的各项标准。

为提高开户办理效率，客户可以通过
微信、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等便捷的
电子渠道办理预约开户，通过手机就
能进行开户申请、自主选择开户网点
和心仪账号、实时查看办理进度、视频
认证开户意愿。操作完上述流程并办
理尽职调查后，客户仅需前往开户网
点一次，就能完成开户和多项基础支

付结算产品的一站式办理，账户开立
当日即可使用，十分方便。该营业网
点每天还通过系统查询客户网上预约
开户信息，主动联系客户办理业务，提
供贴心服务。

据了解，除线上线下一体化方便企
业开户外，工行海南省分行积极响应
国家为小微企业减负号召，精心打造

海南自贸港有温度的结算账户服务，
贴心推出新开户当年免费的结算优惠
套餐，包括对公账户开户费、财智账户
卡年费、企业网银证书工本费和服务
费等，不仅较好地满足了小微企业基
础结算业务需求，还节约了成本，深受
广大客户欢迎。

在做好账户服务的同时，工行海

南省分行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担当，
大力配合人民银行及公安机关落实
好反诈、反赌账户治理等工作，充分
运用风险监测预警模型数据及时堵
截异常账户风险，切实保护企业合法
权益和账户资金安全，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营造依法依规开立和使用账户
的良好氛围。

工行海南省分行优化账户服务 积极助力小微企业起好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