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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建设行业
重点项目劳动竞赛启动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 （记者邱江华 孙慧
通讯员王云博）8月30日，“2021年海南省建设行
业重点项目劳动竞赛”启动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
中银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工地举行。活动现场宣读
了劳动竞赛方案，为6个“青年突击队”代表单位
授旗并为现场务工人员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

据了解，该劳动竞赛由省总工会、省住建厅联
合举办，以重点建设项目为依托，以广大建设者为主
体，围绕工程项目的整体规划和具体要求，以比党建
引领、比工程质量、比技术创新、比科学管理、比文明
施工、比安全生产、创优质工程等为主要内容开展劳
动竞赛，以火热的劳动竞赛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目前，我省以“建功十四五 奋进自贸港”为主
题的劳动竞赛已经拉开帷幕，按照中央新时期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决策部署，省总工会坚持
以技术创新为主攻方向，以提高职工技能素质为
重点，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
断推动劳动竞赛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确保赛出成
果、赛出队伍、赛出精神，凝聚职工力量，服务发展
大局，让职工在竞赛中有获得感、成就感、荣誉感，
进一步推动形成人人争先进、人人创一流的良好
竞赛氛围，叫响做实工会劳动竞赛品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陆志远
出席活动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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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慧）省政府
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称，省政府
已经批准海南会山省级自然保
护区调整范围，并将调整后的自
然保护区面积、范围及功能区划
予以公布。

海南会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总
面积5435.77公顷，其中核心区面
积 1657.71 公顷，缓冲区面积
1102.59 公 顷 ，实 验 区 面 积
2675.47公顷。保护区地跨琼海
市(境内4101.18公顷)和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境内1334.59公顷)，
范 围 在 东 经 110° 04′
57.24″—110°12′9.96″，北
纬18°59′31.85″—19°5′
9.94″之间。东与东太农场、会山
镇、龙江镇，中原镇大甲农场交界；
南至万宁市边界；西与牛路岭水

库、南方农场、白马岭林场交界；北
与东太农场交界。主要保护对象
为海南中部山区东北区热带雨林
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属“森
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

通知要求，自然保护区所在
地市县政府要依法落实自然保护
区土地权属，办理权属登记和证
书；省级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
要按照公布的面积、范围及功能区
划，抓紧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区的勘
界立标工作，标明区界，并向社会
公布。此外，自然保护区所在地市
县政府和省级自然保护区行政主
管部门要加强对自然保护区工作
的领导和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强
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环境违
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
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

我省调整
会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

三亚供电局大力推行带电作业

施工零停电 客户零感知
本报三亚8月30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刘昌）8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南方电网海南
三亚供电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局大力推行带电作
业，做到施工零停电、客户零感知，累计开展不停
电作业922次，同比增长71.37%，节省停电户时
数13746户时，多供电量42.315万千瓦时。

8月26日上午，三亚供电局组织对三亚中央
商务区内的10千伏东岸线4号杆实施带负荷拆、
装引流线作业任务，以带电作业方式保障海旅免
税店、华侨城欢乐东岸项目这条线路上多家企业和
住宅小区的正常供电。

三亚供电局配电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施带
电作业的10千伏东岸线主要承担了海旅免税店、华
侨城欢乐东岸项目和住宅小区日常供电，每天最高
负荷在150千瓦左右。

“采用这种不停电的方式对线路进行维护改
造，不影响项目正常施工，服务很周到。”三亚华侨
城欢乐东岸项目相关负责人陈驰表示。

三亚供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应用新技
术，提升设备运维管理能力，三亚户均停电时间大
幅下降，截至7月，三亚户均停电时间降至1.07小
时/户，同比减少32.68%。

■ 邓瑜

学党史：
“老是把自己当珍珠，就时

常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
当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
路。”这是两次进藏工作、以身
殉职的孔繁森生前用以自勉的
座右铭。在写给女儿的信中，
他说：“爸爸快50岁了，我要在
今后的岁月，加倍多做点儿工
作，给人民给社会多留点东
西。”他不但要求自己为社会作
贡献，对孩子也是如此要求。
女儿考上大学后，他在信中说：

“你考上了大学，了却了爸爸盼
望已久的心事。爸爸不盼望你
当什么名人，而是想让你尽早
成为一个人格、素质俱佳的对
社会有用的人，这既是社会的
需要，也是家庭的需要。”

悟初心：
珍珠和泥土，在世人看来，

并无可比之处。孰贵孰贱，一目
了然。甘当泥土，不羡珍珠，这
种甘于平凡、勇于奉献的精神令
人钦佩。

珍珠因为光泽诱人，价值昂
贵，所以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
苦。甘当泥土的孔繁森，却从没
有这样的顾虑。1992 年，他调
任阿里地委书记。这是西藏最
为艰苦的地方，最低气温零下
40多摄氏度。别人向上级打了
40 多封报告请求调离，他却始
终坚守，甚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里，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
98 个，行程达 8 万多公里，在茫
茫雪域高原留下了深深的足
迹。在他看来，越是边远贫困的
地方，越需要踏艰履险、拼搏奉
献，否则有愧于党和人民。他的
奋斗确实如泥土一般的朴素平
凡，然而正是这朴素平凡的泥
土，为当地人民铺就了一条充满
希望的大道。

泥土与珍珠的选择，是大我
与小我的抉择。从孔繁森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心有大我，就不
会囿于小我；胸怀至诚，就会选
择奉献担当。事实证明，一个人
一旦有了大我大爱的崇高思想，
就能许党报国、赤诚奉献，就能
在艰苦面前“甘之若饴”，在得失
面前“安之若素”，在名利面前

“淡之若水”。反之，不是珍珠却
偏要自诩珍珠，奉行精致的利己
主义，计较于小我的利益得失，
就会争名逐利、精于算计，甚至
挖空心思、违法乱纪攫取私利。

许党报国、赤诚奉献，从来
都不是空泛的、抽象的，而是一
件又一件小事的叠加，一次又一
次奉献的汇集，一次又一次担当
的累积。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党
员的担当奉献，我们开创并倾情
为之奋斗的事业，才得以爬坡过
坎、蒸蒸日上，不断开辟新的境
界。奋进道路上，奉献的意义更
为凸显。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矢志奋斗、甘于奉献，我们一定
能创造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
未来，书写新时代的更大荣光。

甘当“泥土”不羡“珍珠”

海南对东盟十国跨境人民币结算额快速增长

今年前7个月同比增长逾6倍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邓昕）今年前7个月，海南省与东盟十国间的跨境
人民币结算额达 20.2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12倍。这是海南日报记者8月29日从中国人
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获悉的。

据了解，人行海口中心支行多措并举推动相关业
务快速发展，制定了2021年海南省对东盟国家跨境人
民币结算增速不低于全国水平的工作目标。同时，人
行海口中心支行制发了《关于落实进一步优化跨境
人民币政策支持稳外贸稳外资的实施意见》，指导辖
内银行机构有效贯彻跨境人民币优化政策，提高辖
内市场主体使用人民币跨境结算的积极性。

数据显示，工作措施有效落地实施，有力促进
了海南省与东盟十国间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快速发
展。2021年前7个月，海南与东盟十国间的跨境
人民币结算额达 20.28 亿元。其中，经常项目
16.4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2倍；直接投资
3.8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63倍。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近日，三亚
市崖州区政务中心开设了宅基地报建
受理及咨询窗口，并成立宅基地报建协
管员工作群，这些举措让前来办理宅基
地报建的村民不再多个窗口来回跑。

自“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开展以来，针对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
难等堵点问题，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
划厅与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下发了
《海南省农民建房办事指南的通知》，
将实现全省一套统一材料标准办理农
民建房申请。目前，全省包括三亚在
内的17个市县出台农村宅基地用地
建房管理实施方案，并建立农村宅基
地一站式联审联办服务窗口，提升报建
审批效率。

今年7月，三亚出台了《三亚市规

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方案》，提
出将建立“一个窗口对外受理，多部门
内部联动运行”的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联
审联办机制，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和
任务目标，进一步理顺农村宅基地建房
联审联办工作，提高审批效率，方便群
众办事，逐步完善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
机制。

“连日来，针对农村宅基地审批管
理工作堵点，我们联合相关单位组成
调研组，到各个区调研，协调解决遇到
的问题。目前各区正全力推进建设农
村宅基地一站式联审联办服务窗口，
加快建设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联审联办
制度机制，为农民进行宅基地报建提
供便利。”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
人说。

据了解，目前崖州区农村宅基地
报建工作有序开展，已在崖州区政务中
心开设宅基地报建受理及咨询窗口；吉
阳区也已经开始受理申请；天涯区已着
手组建80余人的农村宅基地协管员队
伍，计划由网格员兼任；海棠区为我省
农民建房审批“零跑动”试点区，村民只
需要在码上办事APP填写上传相关材
料，即可上报审批。

下一步，三亚将加快建立健全“一
个窗口办理、多部门内部联动”的一站
式服务窗口，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加
强各部门审批窗口衔接协调工作，逐步
开展宅基地现状和需求情况统计调查，
建立宅基地分配、使用、流转及违法用
地查处等管理制度，提升群众报建农村
宅基地审批效率。

三亚推行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联审联办机制

一站式报建 多部门联办

海南会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图。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本报八所8月30日电（记者刘婧
姝 特约记者方宇杰）“从录入资料，到
拿到并激活女儿的社会保障卡，不到
15分钟，实在是太方便了。”8月30日，
东方市市民李丽在东方市人社局社会
保障卡一卡通中心工作人员王昌伟的
帮助下，在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自助智能
机上，为女儿办理了社会保障卡。

李丽所说的社会保障卡，又称海
南一卡通，持卡人可在就医时凭卡使
用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实时结算等功
能。“以前办理社会保障卡需要到八
所镇的农信社办理，排队时间长，还
需要辗转不同的窗口，从办理到拿到
卡要近2个月时间，实在是不方便。”
李丽坦言。

为此，东方市人社局结合“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积极探索
“新生儿第一件事”即新生儿落地保
险和实时制卡一站式改革试点，在东
方市人社局社会保障卡一卡通中心
大厅设立本地制卡服务点，于8月24
日正式实现一站式即时制卡服务，办
理时限由原来的一至两个月，压减到
15分钟。

在东方市人社局社会保障卡一卡
通中心，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中心大
厅明亮宽敞，工作人员在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自助智能机前耐心为办卡群
众答疑解惑。“今天在东方市人社局
社会保障卡一卡通中心，只需要提供
户口簿复印件、监护人身份证原件就
可以申领办理，而且每个步骤都有工
作人员耐心指导，整个办理过程十分

顺畅。”市民贺雄为刚出生不久的孩
子办好了社会保障卡，他对工作人员
的贴心服务表示感谢。

“过去，办卡群众除了提交户口簿
和身份证之外，还需要提供新生儿出生
证明，现在通过压减材料，取消了新生
儿证明这一材料。”东方市人社局社会
保障卡一卡通中心主任王之东介绍，进
行一站式试点改革后，只需一台电脑和
一台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自助智能机，即
可办理社会保障卡申领、挂失、补卡、换
卡等业务。

东方市人社局局长林娟表示，通
过科技引领，简化业务流程，提高了
办事效率，真正让群众在办理社会保
障卡相关业务时，少跑路，少排队，下
一步，一站式服务将向全市推广。

东方市开展一站式即时制卡服务，15分钟办好卡

社保一卡通 办理好轻松

定安发出首张人防
易地复核电子证照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近日，定安县行政审批
服务局发出首张《建设项目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竣工验收复核意见书》电子证照（以下简称人防易
地复核电子证照），这标志着定安建设项目人防事
项审批工作已实现由“一次跑腿”提升为“零跑
腿”，群众足不出户就能申领到该项电子证照。

“在家就能办理，不用出家门就能申领到，政
府的服务真是越来越贴心了。”获得定安首张人防
易地复核电子证照后，海南和畅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企业工作人员高兴地说。

据悉，企业或办事群众在海南政务服务网申
报成功并办结后，可自行在服务平台上查询、打
印，不必再前往政务服务窗口领取纸质证照。同
时，电子证照上还增设了二维码防伪标识，群众
通过手机扫描，即可实时读取系统数据进行内容
验证。

定安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方面，定安已实现用地预
审与选址、用地规划许可、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
可、人防审批及验收等9个事项电子证照的发
放。下一步，定安将继续紧跟智能时代步伐，扎实
推行电子证照工作，助力定安县营商环境进一步
优化。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日前，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市民杨先生来到该县
政务服务中心农林水利窗口，递上材料
后不到30分钟便领到了动物防疫条件
合格证，“原本预期要等好几天，没想到
现在的办事效率这么高。”

高效率，的确是近段时间以来琼
中行政审批改革的关键词。海南日
报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提高审批质

效，日前，琼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结合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将
62个审批事项的办结时间由原先的1
至60个工作日（不含特殊环节）不等
全部缩减至30分钟，涵盖食品经营许
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
发等与企业群众密切相关的高频办
理事项。

“申请人在相关材料准备齐全且
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线下窗
口填表或线上提交材料，即可在30分
钟内办结并领取证照结果。”琼中行
政审批服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该局还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积极探
索流程更简、效率更高的审批服务新
模式。

昔日裸露地
今朝披“绿衣”

8月27日，在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双坡村，昔日裸露的土地长出了绿草。近
年来，海口市积极开展裸露土地种草绿化行动，通过种草绿化来保护、修复农村生
态系统。截至8月23日，全市约1444亩的农村裸露土地面积，已有约1404亩实
施了种草绿化，完成率约97.27%。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琼中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行政审批再提速

62个事项 均半小时办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