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
一、总体要求

四、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推进多元化补偿

二、聚焦重要生态环境要素，完善分类补偿制度

五、完善相关领域配套措施，增强改革协同

三、围绕国家生态安全重点，健全综合补偿制度

六、树牢生态保护责任意识，强化激励约束

（A13 版）

H

A

I

N

A

N

13

辛丑年八月初七 十七秋分 2021 年 9 月
1950 年 5 月 7 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 23716 号

D

A

I

L

我省进一步细化明确装配式建筑推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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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疏堵点 生产不停机

万宁协调解决工厂﹃断气﹄难题保生产

“村里离市区远，日常购物十分
不便。如今驿站一开，网购直接送
进村，不但生活便捷多了，还可以在
网上卖本地农产品嘞！”日前，三亚
市吉阳区罗蓬村村民杨女士感慨，
自打村里设立了“邮快驿站”，她不
但能放心在网上“买买买”，还能惬
意地在线上
“卖卖卖”。
此前受疫情影响，罗蓬村当地
的快递业务量大幅降低，
村里原有的
快递企业也因业务调整将网点统一
设在了相邻的红花村，
给罗蓬村村民
的生活和农产品销售都带来诸多不
便。
“ 从村里到市区，开车就得半小
时，
取货送货都不太方便。
”
罗蓬村村
民黎小刚说，
“邮快驿站”进村，渐渐
成了村民们最盼望的事之一。
为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吉阳区商务金
融发展局结合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
展”活动实地走访了罗蓬村，了解村
民们对电商网点和快递业务的需求。
吉阳区商务金融发展局工作人
员介绍，他们在走访中发现，罗蓬村
许多农户都希望通过电商实现农产
品线上销售，但由于村里没有快递
网点，村民们只能在附近市场进行
售卖。加之罗蓬村里的电商网点正
在开展网上零售等相关业务，通过
网络平台分销村内鸡、鸭、羊等农产
品，为农产品拓宽销路。因此高效、
便捷的快递和物流就是当地村民的
“急难愁盼”
事。
下转 A03 版▶

三亚进村设﹃邮快驿站﹄打通发展脉络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通讯员 杨洋

好货进得来 山货出得去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 本报记者 袁宇

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万宁市
住建局获悉，该市多个槟榔加工厂
反映生产必须用到的燃气突然停
供，导致生产“停机”，为此万宁市
住建局通过排查“堵点”，借助管道
供气与单罐供气等方式，有针对性
地破解了企业生产难题，全力保障
该市槟榔产业不停产。
每年的 10 月都是万宁槟榔加
工的旺季。各槟榔加工厂忙着准
备旺季生产时，多家槟榔加工厂向
万宁住建部门反映，其生产加工必
须用到的燃气停止供应，工厂面临
“无气可用”
的情况。
“堵点”在哪？万宁市住建局
立即就该情况进行走访调查，发现
面临“无气可用”的槟榔加工厂共
有 19 家，主要集中在万宁长丰、后
安、礼纪等镇，且均由同一家公司
提供管道天然气供应。
“这家公司由于存在超范围经
营及部分点供气化站未取得经营
许可，以及无环评安评、土地手续
不规范、消防不达标等问题，已于
今年 6 月被要求整改。”
万宁市住建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政府此前已掌
握相关情况，并启动保障相关企业
生产的后续供气计划。
据介绍，中海石油管道输气有
限公司已于今年 4 月取得万宁 9
个镇的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上述
19 家槟榔加工厂的供气未来将由
该公司负责。
下转 A03 版▶

装配式建筑容积率奖励政策延续至2022年
本报讯 （记者孙慧）海南日报记者
日前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为进
一步稳步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我省进
一步细化明确装配式建筑推广政策，装
配式建筑容积率奖励政策将延续至
2022 年。
在容积率奖励政策方面，2017 年我
省出台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
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中规定的容
积率奖励政策将延续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装配率同时满足现行我省《装配式建
筑评价标准》和《海南省装配式建筑装配
率计算规则》中提出条件的社会投资商
品房项目，可取得容积率奖励，
项目奖励
不得附加其他任何条件，且其奖励面积

沈海高速海口段
主体工程过半

海南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最多可达1100种药品

配足配齐药品 缓解基层
“药荒”
本报讯 （记者马珂）海南日报记者
日前从省卫健委获悉，
省卫健委、省医疗
保障局、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联合制
定并印发了《海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药品配备评价标准（试行）》
（以下简称
《标准》），将通过为基层医疗机构（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备最多可
达 1100 种药品，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
率，解决基层百姓用药难题。
“基层医院面对的是全人群，
得了小
病在基层医院就能看，但一些药品却买
不到、不好买，这就是当前要解决的堵
点。
”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

负责人表示，解决基层百姓用药难题，
就
要深入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
设，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据业内人士介绍，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药荒”一直存在，加之用药面临诸多
限制、能够配备的常用药种类不多，
不但
阻碍了诊疗服务有效开展，
也让
“给基层
医院配备足够药品”
的呼声越来越高。
为解决基层用药难问题，
《标准》的
出台为全省基层医疗机构配备使用的西
药和中成药品种共计 800 种（西药品种
512 种、中成药品种 288 种），这些药品
均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相关政策。此

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还可选配备品种
为不少于 300 种中药饮片，具体品种目
录参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0 年版）中药饮
片部分》执行。
《标准》同时明确各级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可选配西药和中成药品种数量：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中心卫生院可选
配数分别为 783 种、800 种；社区卫生
服务站、乡镇卫生院可选配备数为 628
种；村卫生室可选配备数为 340 种。通
过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解决基层用
药难题。

不占年度商品住宅计划指标。
此外，我省实施装配式建造的建筑
项目范围进一步明确，由政府投资的机
关办公、学校、医院、车站、港口、机场、图
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市政基础设施、桥
梁等公共建筑项目，采用装配式方式建
造和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应用两个方面要
做到
“应做尽做”。
同时，自 2022 年起，我省将全面实
行负面清单管理，所有依法需要办理工
程建设手续的项目，符合以下条件的可
不以装配式方式建造：一是项目总建筑
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下的；
二是项目配套
设施单体（垃圾房、配电房等）建筑面积
不大于 2000 平方米，且其总面积不大于

9 月 12 日，
俯瞰正在加速建设的 G15 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该项目是 G15 沈海高
速和 G75 兰海高速在海南建设的“最后一公里”。目前该项目主体工程完成量超过
60%，
建成后将极大满足新海港疏港交通需求。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体育代表团今日出征全运会
我省健儿参加11个竞技体育项目

本报海口 9 月 12 日讯 （记者王黎
刚）海南体育代表团将于 9 月 13 日中午
飞赴西安，参加 15 日开幕的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在此前率先结束的比赛中，
海南体育代表团获得了帆板男子 RS：X
级、冲浪男女短板 3 枚金牌，实现了海南
省参加全运会的历史性突破。
本届全运会将于 9 月 15 日至 27 日
在陕西举行，共设置 35 个大项 52 个分
项 409 个小项。经过半年的预赛和资格
赛，我省共 84 名运动员获得全运会参赛

资格，他们分别参加冲浪、帆船帆板、举
重、跆拳道、拳击、田径、高尔夫球、沙滩
排球、乒乓球、武术散打、蹦床 11 个竞技
体育项目，以及桥牌、围棋和足球等 10
个群众体育项目。
在率先结束的全运会比赛中，毕焜
以绝对优势获得了男子帆板 RS：X 级冠
军，邱灼和黄莹莹分获男女冲浪短板冠
军。全运会正式开幕后，海南高尔夫队、
跆拳道队、沙滩排球队、举重队都有望争
夺奖牌。

400名高校毕业生将投身农村基层

4天销售额超6亿元

本报讯 （记者梁振君）海南省 2021
年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
计划招募上岗
人员名单近日出炉。本次招募的 400 名
高校毕业生将统一派遣到相应市县从事
支农、支医、支教和乡村振兴等工作，服
务期限为 2 年。
省人社厅披露的信息显示，2021 年
度，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公 平 选
拔、统一派遣的方式，我省共招募 400
名高校毕业生到海南农村基层从事支
教、支农（水利）、支医、乡村振兴等工

作，服务期为 2 年。招募对象要求年龄
在 30 周岁以下（1991 年 7 月 1 日后出
生）的 2019 年至 2021 年普通高校海南
籍毕业生及海南省内普通高校毕业生。
已参加过
“三支一扶”
的高校毕业生不能
再参加。
本次招募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全面
落实稳就业、保民生任务，
积极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同时突出招募重点，招
募名额向脱贫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倾斜，
招募人员向服务地生源、贫困家庭及少

省政协七届二十一次常委会议召开
毛万春出席并讲话

9 月 12 日，
为期 4 天的 2021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圆满闭幕。 图为市民群众在车展现场选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和预订 4200 多辆，
销售额 6.3 亿多元。
2021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组委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往届办展经验基础上，
本届车展呈现出“规模大、品牌多、档次
高、优惠多”
等几大亮点：
展览面积达 7 万
平方米，参展汽车品牌超过 100 个，其中
还包括保时捷等世界名车；科技含量最

高，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 30%，搭载 5G
网络的自动驾驶智能汽车数量创新高。
为充分发挥媒体办展的优势，海报
集团采取“纸媒、广播、短视频、网络、硬
广、直播”
六位一体的全媒体宣传。车展
期间，
每天 13 时至 17 时，下转 A03 版▶
（相关报道见 A06 版）

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偏东风3级 温度 最高33℃ 最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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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省 84 名参赛选手中，有 3 人参
加了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分别是在奥
运会上获得男子帆板 RS：X 级铜牌的毕
焜、获得跆拳道混合团体赛表演赛冠军
的女子选手高盼，以及获得男子高尔夫
球赛第 38 名的袁也淳。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参赛选手、教练员和后勤保障
人员将全力以赴完成第十四届全运会
参赛目标。
（相关报道见 A04 版）

我省2021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
计划招募名单出炉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收获满满

本报海口 9 月 12 日讯 （记者习霁
鸿）15 个
“金秋之约”
，15 载真情相伴。9
月 12 日，为期 4 天的 2021 海报集团金
秋车展正式闭幕。作为“海南最会卖车
的车展”，以及今年 8 月海南全部降为低
风险地区后举办的最大规模展览活动，
金秋车展 4 天入馆超 11.5 万人次，销售

项目总建筑面积 10%的；三是单体建筑
2000 平方米以下的新建工业建筑项目；
四是其他确因技术原因拟不采用装配式
方式建造的项目。
我省装配式预制构件生产、销售环
节则由省市场监管局进行监管，相关质
量标准体系由省住建厅、省工信厅和省
市场监管局共同制定。项目建设过程
中，预制构件的现场安装及其工程质量
由各市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进行监
管。此外我省还鼓励住宅类项目进行标
准化设计，安居型商品住房、公共租赁住
房等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应率先采用标
准化设计，
《海南省装配式安居型住房标
准设计图集》将由省住建厅另行发布。

本报海口 9 月 12 日讯 （记者刘操）
9 月 12 日下午，省政协七届二十一次常
委会议在海口召开。省政协主席毛万春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
要讲话和重要署名文章精神，传达学习
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会议传达学习全国
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全国
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
神；会议通报了省政协开展民主监督情
况，审议通过了相关人事事项。
就下一步如何抓好贯彻落实，毛万
春指出，要进一步加强思想理论武装，
把

学习贯彻相关会议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
重要任务；要进一步推动琼港经济合作
工作，发挥政协牵线搭桥、搞好服务、凝
心聚力的优势；要进一步开展生态环保
民主监督工作，把生态环境民主监督和
作风民主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助力生态
环境改善和干部作风改善一体推进、一
体落实；要进一步巩固基层协商民主建
设工作；要进一步落实政协作风整顿的
“一弓三箭”工作；要进一步配合全国政
协做好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工作，继续
围绕“2025 年前适时启动全岛封关运
作”
这项核心工作，
下转 A03 版▶

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倾斜。
招募主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以服
务基层、改善基层人才结构为目的，
以服
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目标，以稳定
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为
重点，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和服务基
层为核心，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
层工作，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和智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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