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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百年巨变·海外Z世代
青年说》聚焦在琼留学生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
海南客户端、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海南国际传播
网特别推出《百年巨变·海外Z世代青年说》系列
报道，邀请多位在琼外国青年留学生，分享他们
在海南、在中国学习
生活的所见所闻、所
感所知，讲述他们与
海南、与中国的故事，
展望海南自由贸易港
发展新机遇。6月28
日，该系列推出《自贸
港“Z 世代”第一期:
海 大 留 学 生 Ma-
lick》，展示来自塞内
加尔的留学生马力可
的故事。 （鲍讯）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推出

建党百年主题MV
《骄傲的少年》受好评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韩静 粟
蕾）百年前，他们为了信仰，前赴后继、视死如归，
用青春和热血点亮黑暗。而今，我们不改初心、接
力奋斗，因为我们依然相信，只要坚定信仰就会创
造奇迹。6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之际，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推出建
党百年主题MV《骄傲的少年》，该视频产品被云
南日报、大江网、广西新闻网、胶东在线、新疆网等
多家省级媒体转载发布。截至6月28日18时，视
频发布仅半天，累计点击量超50万人次。

该视频产品采用歌曲改编、童声演唱、视频混
剪等融媒创新手段，以青年人的视角回顾百年党史，
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国人民艰苦奋斗，历经无
数艰难曲折，取得举世瞩
目的伟大成就。 MV歌
词“只要坚定信仰就会创
造奇迹”让受众产生共情，
作品发布后获得广大网民
的一致好评，评论道：“歌
曲好听，感动！”“赞！这才
是少年该有的模样”等。

扫码观看MV《骄
傲的少年》

扫码观看《百年巨
变·海外Z世代青年说》
第一期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唐泽）6月28日，省统计
局发布2020年平均工资数据。海南
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为 86609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3%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3.0%。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为51388元，名义下降3.8%。

具体来看，城镇非私营和私营
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最高均为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其次均为金融业。自2012年以来，
这两个行业的城镇非私营就业从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均排名前二。其
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有5年排名第一，金融业有4年排
名第一。

城镇非私营单位从增长速度上
看，19个行业的平均工资中，有 15
个行业正增长，4个行业负增长；从
平均工资额上看，城镇非私营单位
有6个行业的年平均工资超过了10

万元，比 2019 年增加了 3个。这 6
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146342 元，金融业
116626元，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109178元，卫生和社会
工作105694元，教育101164元，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01088 元。
其中，新晋十万元的 3个行业是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
社会工作。

省统计局人口就业处（社会科技

处）负责人分析道，2020年 6月1日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
布以来，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吸引了
大批量互联网企业，海南生态软件
园、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等园区
大力发展数字和平台经济。加之受
疫情影响，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和远
程问诊等新消费需求持续旺盛，带动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平均工资加快
增长，2020年城镇非私营和私营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平

均工资分别增长28.3%和39.1%。
此外，受2020年农产品价格上

涨，加之就业人员结构调整的影响，
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增速较高，
城镇非私营和私营农、林、牧、渔业平
均工资分别增长11.5%和18.1%。但
是，2020年我省城镇私营单位受疫
情冲击较大，特别是私营中小微企
业，多个行业平均工资增速呈回落态
势，受此影响，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下降3.8%。

我省2020年平均工资出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最高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6609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5.3%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0%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1388元
名义下降3.8%

本报三亚6月28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林诗婷）6月28日，三亚商
务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总价约5.65亿
元摘得三亚CBD凤凰海岸单元南边海
片区控规NBH02-01-07地块，并在当
天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据悉，该宗土地是我省首宗“带建
筑设计方案”，三亚首宗“先租后让”成
交土地，拟建游艇展示交易中心项目。
截至目前，三亚中央商务区已出让土地
32宗976亩，出让价款166.74亿元，吸
引大唐、紫金等19家企业参与建设。

根据园区产业规划发展要求，该宗
地将严格依据土地性质用途，打造游艇
展示交易中心项目，包括游艇展示销售
中心、特色商业餐饮酒店、滨水活力公

共空间、海洋文化创意展示区等。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成交地块是

海南首宗“带建筑设计方案”挂牌地
块，竞得人须严格按照《三亚南边海国
际游艇荟控股NBH02-01-07地块建
筑设计方案》执行。同时，该宗地块亦
为三亚首宗“先租后让”土地，其先期
租赁年限为5年，后续出让年限35年。

此次土地成交标志着三亚在土地
供应方式上大胆创新与改革探索，不
仅打破常规审批程序、大幅缩减审批
时间，有利于减少企业前期资金投入、
缓解资金压力。同时，确保土地资源
要素向优质高效领域集中，有效提升
城市建设品质及土地利用综合效益，
推动三亚CBD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三亚CBD拿地即授证

海南首宗“带建筑设计方案”
土地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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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东方市文化广场项目投入使用。该广场含有“一院六馆三中心”即歌
舞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规划馆、展览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城市
运行指挥中心、新时代社会文明实践中心。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东方市文化广场
项目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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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消防救援队伍以党建引领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

党旗飘扬春潮涌 扬帆远航正当时

风从海上来，
琼崖尽是春。

在美丽富饶、
素有“南海明珠”之
称的海南岛上，有
一支队伍格外引人
注目。从“橄榄绿”
到“火焰蓝”，改革
转制近三年来，这
支队伍始终严格落
实“对党忠诚、纪律
严明、赴汤蹈火、竭
诚为民”的总要求，
以党建引领消防救
援事业高质量发
展，以思想破冰推
动消防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和自由贸易
港建设中谱写了新
时代“火焰蓝”的璀
璨华章。这支队
伍，就是海南省消
防救援队伍。

海南消防开展防汛防风海上应急救援实战大演练。省消防救援总队在母瑞山开展“火焰蓝 心向党”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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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指引下优化服务创新治理

国以民为本，情为民所系。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不断深化消防执法改革，部署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全岛实
施“双随机、一公开”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
制。结合重点园区审批改革，向园区派驻执法服务人员，健全园区主导
型管理体制，实施“预约办理、上门服务、当场办结”，以“店小二”精神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和企业的新期待新要求。

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以创新下好消防治
理先手棋，推动出台全国首部自由贸易港专门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消
防条例》，为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支撑。制定了《重要场馆消防安全评估规范》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要求》等多部地方标准，颁布了全
国第一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消防安全技术规程》，为火灾防控工作提
供了标准遵循。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围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综合运用挂牌督办、媒体曝光、警示约谈、技术帮扶、行业函告和联合惩
戒6项刚性措施推动51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整改，有效震慑一批违法行
为。全面推广应用智慧用电、远程监控等消防信息化系统，不断提高火灾
防控智能化监管水平，全省连续15年未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同时全省
消防救援队伍始终把消防宣传作为基础性工程，联合行业部门推动消防
宣传“五进”工作，积极构建“立体系统、固移结合、全面覆盖”的宣传体
系，有效打通消防宣传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 （撰文/梁子 钟坚）

在党的领导下凝聚改革磅礴力量

“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对党忠诚是每一名共产党员入
党宣誓时的庄严承诺，也是每一名海南消防指战员的首要政治
品格。”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盛永中介绍，
改革转制以来，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始终坚持党对改革工
作的领导，从加强班子自身建设入手，出台实施总队党委

“851”制度和实施意见，以上率下严格执行，不断提升各级党
委班子的政治站位和核心领导能力。同时，坚持把政治工作
生命线的地位在队伍中牢固树立起来，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创新举办“党
史大讲堂”暨地域特色红色文化在线教育，分批次组织指战
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接受红色精神洗礼，不断筑牢指战员忠
诚的信仰之基。

尊崇英雄才会产生英雄，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向来注重典
型激励，精心策划“橙色逆行、忠诚永恒”告别现役晚会和“海南
消防十大杰出卫士”树立新形象颁奖晚会，深化“一人立功受奖、
全队共同激励、全家共享荣光、家乡共享荣耀”荣誉体系，出台基
层队站干部和消防员优待等30余条措施，最大限度解决基层指
战员子女入学、家属就业、住房保障等所忧所急所盼问题，让每
名指战员在崇尚荣誉中享受到改革红利，从而激发了队伍干事
创业的热情，凝聚了消防救援事业改革发展的磅礴力量。

在党的旗帜下铸造硬核救援队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消防救援队伍作为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
家队，唯有过硬本领，方能扛好综合救援新职责。”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党
委副书记、总队长牛军介绍，改革转制后，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瞄准“全灾
种、大应急”职能需求，针对岛屿灾害事故特点，以指挥调度、专业救援、通
信保障、战勤保障、政工保障、宣传保障六大体系力量建设为抓手，初步建立
了“全灾种、全岗位、全队伍”应急救援作战指挥力量体系。打造水域救援全
国知名品牌，持续强化国家水域救援三亚大队建设，使其成为消防救援局培
训水域救援专业人才的摇篮，也成为海南消防救援队伍的一张靓丽名片。
强化琼港深度合作，先后5次与香港消防处开展互访和联合训练。强化救援
技术培训，900余名指战员取得ERDI潜水救援员、CPR医疗救护等各类资
质认证，业务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得到提升。同时，对标队伍转型升级要求，
建立“345”练兵模式，因地制宜，开展实地、实景、实战模拟训练。与中国消
防救援学院、海南大学等合作开展各类火灾和消防员体能训练专项研究，针
对“高、低、大、化”等领域开展灭火救援课题攻关、模拟协同演练，不断提升
消防救援队伍灭火应急救援能力。近三年来，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接警出
动26800起，抢救和疏散被困人员10884人，抢救财产价值5.6亿元。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树牢“保障也是战斗力”理
念，全面构建“体系完备、反应迅速、协调有序、保障高效”的战勤保障体
系。近两年来，共购置各类车辆94辆、器材5.2万余件套，装备结构得到全
面优化，队伍实战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