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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
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激发各类企
业、机构及社会各界爱军拥军热情，进一
步提升双拥模范创建水平，全省各级退
役军人事务系统将组建海南社会化拥军
平台，搭建全社会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
奉献爱心平台。在此，向全社会招募海
南社会化拥军平台成员单位。

一、招募对象
自愿为持有有效证件的现役军人和

退役军人提供优惠商品服务和优待服务
的商贸商超、金融保险、餐饮娱乐、医疗
康养、文化旅游、交通物流、教育培训等
各类企业和机构。

二、服务内容
海南社会化拥军平台成员单位结合

本单位主营业务，为持有有效证件的现
役军人和退役军人提供商品服务价格优
惠和服务优待。优惠优待常年实施，优
惠优待期限不少于2年。

三、服务推广
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各市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将依托各级组织、各类宣
传媒体和阵地，向全社会推介海南社会

化拥军平台成员单位的商品和服务。
四、资格确认
市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申报单位

报名申请进行评估，符合条件的，确认加
入平台资格，分批次向社会公布，颁授海
南社会化拥军平台成员单位标识牌。

五、报名方式
自即日起，有意参与的企业和机构

可填写《海南社会化拥军平台成员单位
申请表》和《海南社会化拥军平台成员单
位自律公约》，连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
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复
印件、无违法犯罪承诺书，盖章后发送至
指定邮箱。

海口市：
68723681，249156645@qq.com
海口市琼山区：
65877376，qsqtyjrbgs@163.com
海口市龙华区：
66568581，lhqsyb@haikou.gov.cn
海口市美兰区：
65376153，mlqtyjrswj@haikou.gov.cn
海口市秀英区：
68635232，xyqtyjrswj@haikou.gov.cn

三亚市：
88227796，2547866645@qq.com
三亚市吉阳区：
88235718，jyqtyjrfwzx@163.com
三亚市天涯区：
88911530，137603995@qq.com
三亚市海棠区：
38888213，576193468@qq.com
三亚市崖州区：
88717741，835913559@qq.com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
88953521，915116318@qq.com
三沙市：
66860217，ssstyjr@163.com
儋州市：
23312683，dzstyjrswjyx@163.com
琼海市：
62835583，qhstyjrj@163.com
文昌市：
63231581，wcstyjr@163.com
万宁市：
62219670，478658153@qq.com
东方市：
38950033，dftyjrswj01@163.com

五指山市：
86624260，wzsstyjrswj@163.com
乐东黎族自治县：
85526179，ldtyjrswj@126.com
澄迈县：
36961825，cmtyjrj2019@126.com
临高县：
28355786，lgtyjrswj@163.com
定安县：
63825230，170823103@qq.com
屯昌县：
67816336，tcxtyjrswj@126.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
83303117，lsxmzjsyb@.126.com
昌江黎族自治县：
26699065，cjxtyjrswj@163.com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32922869，btxtyjrswj@163.com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86239227，qztyjrswj@126.com
白沙黎族自治县：
27728266，3456128473@qq.com
洋浦经济开发区：
28818037，2381344952@qq.com

为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
人、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激发
全社会爱军拥军热情，提升现役军人
和退役军人荣誉感、获得感和尊崇
感，进一步提升双拥模范创建水平，
组建海南社会化拥军平台，制定海南
社会化拥军平台成员单位自律公约，
内容如下：

一、坚持优惠优待。按照让“现役
军人和退役军人得实惠、军人职业受尊
崇”原则，积极发挥企业、机构优势和特
长，为持有有效证件的现役军人和退役
军人提供价格优惠和服务优待，保证在
社会普惠的基础上，再给予不低于九折
的优惠（但本约定不适用于充值卡消
费）。优惠优待自2021年X月X日起，
时间不少于2年。

二、坚持保质保量。按照“信誉第
一、质量优先”的原则，严把产品和服务

质量关，坚决杜绝虚假宣传和销售，保
证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不因优惠优待
而降低标准，并切实提供优质产品和服
务。

三、坚持诚信守法。按照诚信经
营、守法经营原则，严格遵守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和市场经营规则，加强诚信
自律，尊重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的自
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当出现消费
投诉纠纷时，由买卖双方按照现行法
律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维护机制、市场
规则等解决，一切纠纷与海南社会化
拥军平台倡议方无关。

爱军拥军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本单位自愿遵守海南社会化拥军平台
成员单位自律公约，如确定退出海南社
会化拥军平台，应至少提前1个月告知
倡议方。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的监督！
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责任！

海南社会化拥军平台成员单位自律公约

海南社会化拥军平台招募公告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
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十二
条措施》（以下简称《措施》），结合乡村
振兴和海南自贸港建设实际，加快推
进我省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

《措施》指出，加大农机惠农政
策的实施力度。推动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扩面提质增效，重点向粮食生
产薄弱环节所需机具、特色产业发

展急需的新机具以及智能、复式、高
端农机具倾斜，将测算比例从 30%
提高到35%，或实行累加补贴；制定
《海南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
策实施方案》，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
禽畜和水产养殖所需机具及电动割
胶刀等热作特色农机逐步纳入补贴
范围；探索补贴申请、核验、兑付全
流程线上办理新模式，推进农机购
置补贴实施与监管信息化技术集成

应用；探索开展农机购置综合补贴
试点，创新补贴资金使用方式，实施
作业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提升农
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购机能
力。到2025年底，全省农机总动力
达到620万千瓦。

此外，其他具体措施包括：推进种
植区域宜机化改造；推进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提升热带特色经济作物
收获与加工机械化水平；加强畜禽、水

产养殖机械化技术与装备的推广应
用；推广秸秆机械化综合处理技术与
装备；加快建设智慧农机管理平台；强
化农机安全生产；提升农机社会化服
务水平；推动我省农机企业转型与技
术升级；培育热带特色农机技术攻关
和推广团队等。

《措施》要求，力争 2025 年底，
建设水稻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2—3
个，全省水稻全程机械化率达到

75%。制定我省“变型拖拉机”管理
措施，对无牌无证、不符合安全标准
和达到报废条件的车辆进行整改清
理，确保逐年减量，确保 2025 年前
完成清零工作任务。服务国家“南
繁硅谷”建设规划，创建南繁农业机
械研发、推广、应用及服务联盟，研
制南繁育制种专用农机，为南繁单
位“小区育种”等特色农艺提供全方
位机械化服务等。

我省出台十二条措施推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

到2025年底全省农机总动力达620万千瓦

本报嘉积8月31日电（记者邵长
春 刘梦晓 通讯员朱晶 张慧慧）8月
31日，中国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与蔚
来汽车公司在琼海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两家企业在海南合作建设的首座
充换电站——琼海东红西服务区充换
电站当日投入运营。

该充换电站位于海南东线高速公
路68公里处西侧，采用蔚来首创的第
二代换电站技术，具有自动停泊、“一
键换电”等特点，站内共有13块电池，
每天可提供312次换电，是一座全智
能充换电一体站。

此外，当天海口椰博蔚来换电站和
儋州白马井蔚来换电站同时建成，这标
志着蔚来正式打通海南环岛高速换电
网络；而琼海东红西服务区充换电站的
建成也标志着中国石化在海南的加油
站正式集齐含充电、换电、光伏发电在
内的“三电”功能，并将朝着“油气氢电
服”综合能源服务商快速迈进。

海南石油分公司党委书记丁建华
表示，双方将在充换电站建设、品牌营
销、材料及智能载具、电池资产运营等
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推动海南能
源升级，助力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建设和“双碳目标”实现。

作为海南省内能源供应主渠道，
近年来海南石油把握“电动革命”新机
遇，大力推进加油站光伏发电、充电、
换电业务，引领能源行业发展，助力海
南实现“双碳目标”，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贡献央企力量。

在光伏发电方面，海南石油投资
760余万元在部分加油站罩棚建设投
用13座光伏发电站，2021年上半年
总发电量65万度，实现减排二氧化碳
当量676吨；在充电桩方面，海南石油
已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站点投用13座
44个桩；在换电站方面，海南石油将
继续与蔚来等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在
各大城区及旅游景区周边等主要干道
站点布局充换电站。

除琼海东红西服务区站点外，今
年双方还将在西线高速公路服务区建
设1座充换电一体站。“十四五”期间，
海南石油将积极投入清洁能源岛建
设，大力发展光伏发电站、充电站、换
电站和综合能源补给站。

据悉，蔚来目前在全岛共有10座
换电站投入运营，换电网络覆盖海南
东、西、中三条高速路线，全程约850
公里，加电网络已实现多场景覆盖，为
用户打造了更便捷的出行环境。

中国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与蔚来汽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首座合建充换电站在琼海投运

8月31日，中国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与蔚来汽车公司合建的首座充换电站——琼海东红西服务区充换电站投入运营。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三亚惠企政策综合服务平台投入运行

为企业提供
“一站式”政策兑现服务

本报三亚8月31日电（记者周月光）以往，
企业要拿到政府的各种奖励，一般要填报许多材
料，跑多个部门。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政务服
务中心获悉，三亚惠企政策综合服务平台日前投
入运行，通过该平台，企业能够方便快捷地领取
政府奖励。

前不久，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举办科技创新创
业大赛暨首届国际赛，海南智慧海事科技公司的
智慧海事项目从全球509个项目中脱颖而出夺
得一等奖，按照赛事规则，三亚市将给予该公司
100万元奖励。

“在三亚领取政府奖励，进入一个平台，填写
相关材料，与一个部门沟通，基本可以完成。”海南
智慧海事科技公司总经理张晓杰负责办理领取
100万元奖励的手续。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园区服
务处工作人员告诉他：从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网
站进入三亚惠企政策综合服务平台，按照指引就
可以办好。

根据平台里提供的相关政策要求，张晓杰
写好申报书，7月29日23时20分提交；有关部
门审核后线上提出反馈意见，他立即修改，7月
30日 8时 28分再次提交……8月 30日 11时 3
分，办理进程显示，申报书已经通过崖州湾科技
城管理局审核，进入三亚市政府相关部门审核
状态。

张晓杰说，提交合格申报书后，后续工作由
崖州湾科技城园区服务处负责跟踪办理，三亚市
政府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就可进入公示状态，

“如果公示没有问题，就可以领到创新创业大赛
奖励了。”

据了解，在三亚市政府指导下和三亚市发改
委、财政局、科工信局等部门支持下，三亚市政务
服务中心搭建全市统一的“三亚惠企政策综合服
务平台”，目的是为企业提供“找得到、查得清、报
得上”的“一站式”政策兑现服务。这是三亚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的一个创新之举。

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三
亚惠企政策综合服务平台”目前涵盖国家、省、
市发布的87个惠企政策文件，目标是打造三亚
展示惠企政策的第一窗口、政府沟通联系企业的
重要渠道、企业享受奖补政策的线上办事大厅，
通过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提供项目申
报、申报通知、政策列表、政策解读、项目公示等
五大主题应用功能，用户登录平台（https：//
zwwx.sanya.gov.cn/zcdx/），即可将国家、省、
市三级扶持政策、项目通知、申报指南、结果公
示等“一网打尽”，轻松读懂扶持政策、便捷申报
各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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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老年
人拥有幸福晚年是全面小康不可或缺的
一环，也是党和政府的一项民生承诺。

近年来，我省社保部门加快改革，破
解难题，让更多人共享养老保险政策红
利；优化服务，以人为本，不断增强老年
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全民参保
让城乡老人享有养老保障
“我领养老金已经12年了。”今年71

岁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巡亲村
村民王亚水乐呵呵地说。2010年5月，
他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当年6月年
满60岁，按参保政策规定达到60岁的
第二个月即可领取养老金。今年1月起
全省基础养老金调增，他一年可领取养
老金2316元。

我省将本省户口、年满16周岁、未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未领取职工基
本养老金的城乡居民，纳入居民养老保
险范围。像王亚水这样，60岁后领取养
老金的老年人，全省共有76万余人。

同时，我省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动
实现法定人群全覆盖，对一些特殊群体
给予政策倾斜。2018年至2020年，为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低保对象和特困人
员做好社保扶贫。今年以来，做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织密扎牢养老兜底防线。

落实为脱贫人员、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等“三类人员”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费和发放待遇政策。全省有44.66
万名脱贫人员享受政府代缴城乡居民保
费政策，12.35万名脱贫老年人享受城乡
居民养老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
群体的参保率达99.99%。

“为了让城乡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

红利，我省建立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
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省社保中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处负责
人说，2021年我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人均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至194元，待
遇水平居全国前列，惠及76万余名城
乡老人。

破解难题
让更多职工纳入制度保障
“从1997年拖欠至2017年的社保

全部补缴了，政府帮我们解决了养老和
就医问题。”东方华侨农场职工吴某诚高
兴地说。

从2018年开始，我省推动解决全省
五大华侨农场漏保断保历史遗留问题，
目前基本完成华侨农场归难华侨职工五
项社会保险费缴纳，2699名归难华侨职
工和10894名非归难华侨职工的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得到保障。
退役军人补缴社保问题得到妥善解

决。我省协助办理了23788名退役军人
补缴社保，将国家对退役军人群体的关
爱落到实处。

推行养老保险“并轨”改革。2016
年8月，我省开始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内
人员和企业人员一样被纳入职工养老
保险制度范围。“我们将继续落实中央
驻琼机关事业单位属地参保工作，确保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全面
落地。”省社保中心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处负责人说。

“18 年前，我每月养老金是 1603
元，今年提高到了4731元，日子越过越
有盼头！”省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吴大爷
欣喜地说。

至2021年，我省已连续18年调增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第六年同步调整
企业和机关事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截
至2021年第二季度，全省企业退休人
员月人均养老金达2634元。全省75.4
万名企业和机关事业退休人员共享政
策红利。

贴心服务
温暖最美“夕阳红”

“材料压缩，流程精简，现在给单位
职工办退休很省心！”粤海铁路社保专管
员说。

申领养老待遇手续化繁为简。
2020年12月1日起，全省社保经办机构
推出取消办理退休提前建模前置程序、
取消申领退休待遇户籍证件材料、统一
协调跨省协查、统一申领及发放待遇经
办时间等四项优化服务措施。

申领养老待遇提交材料一减再减。

过去，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领养老
保险待遇需提供10种材料，2019年压
缩到只需提交3种材料。2021年 2月
起，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领养老保
险待遇实行承诺制，办理手续缩减为只
填一张表。申请退休后，退休待遇核定
结果发送给当事人手机，退休待遇核定
表可登录网上经办大厅自行打印。

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实现“六连跳”。
从举着报纸拍照、指纹认证，到人脸识
别、全面取消集中认证、上门服务、“无感
认证”，认证方式简易化、多元化、人性
化。我省通过与公安、民政、医院、银行、
交通等部门实现数据共享、信息比对，对
能获取数据的实现“无感认证”；对不能

“无感认证”的，在线上提供手机APP等
多渠道认证方式，线下推行社区认证、银
行窗口认证；对高龄、重症或行动不便的
老人上门服务。 （策划撰稿/平宗）

我省加快改革，优化服务，让更多人享受养老保险政策红利

守护最美“夕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