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6日，海口
一些市民自发前往海
南省史志馆参观学
习，了解海南的解放
战争史和社会主义发
展史。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认真学习党史
赓续红色血脉

为民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日前，三亚
市平价蔬菜零售保险正式落地，三亚
南新农贸市场、第三农贸市场内政府

“菜篮子”公益性铺面成为平价蔬菜
零售保险首批投保者。

据了解，2021 年 9 月 14 日至
2022年 2月，前两个月政府承担每
个投保人全额保费，两个月后政府

承担投保人80%保费，投保人只承
担20%保费。保费为当天该摊位销
售额的15%。“假如某一摊位当天销
售的 22 类基本品种营业额为 500
元，按 15%投保算，保费共 75 元。
前两个月，保费全由政府承担，两个
月后的投保人只需交15元保费就可
以。”中国人民保险三亚分公司业
务负责人介绍。

每天，三亚市“菜篮子”工程管理
服务中心会发布平价蔬菜倡议价，作

为投保的目标价格，在此基础上，商
户降价销售就可获得保险公司给予
保险赔付。比如某种蔬菜政府倡议
价为6元/公斤，商户以5元/公斤出
售，保险公司将对1元/公斤的差价予
以保险赔付。此外，在数量上，财险
公司还考虑了薄利多销因素，将以不
高于投保量的15%予以赔付，零售商
户第二个月就可拿到赔款。

三亚市平价蔬菜零售保险的标
的为“15+N”种基本蔬菜，包括了茄

子、上海青、黄瓜、青椒、尖椒、大白
菜、长豆角、土豆、胡萝卜、蒜薹、芹
菜、圆白菜、韭菜、西红柿、白萝卜、菜
心、生菜、空心菜、小白菜、地瓜叶、冬
瓜、苦瓜等22类基本品种，主要保障
零售末端环节即蔬菜零售经营者。
根据保险保单约定，保险公司为三亚
全市销售的22种平价蔬菜提供价格
保险保障，当该零售商所售蔬菜价格
低于政府倡议价，保险公司则会于次
月给予赔付。

三亚市平价蔬菜零售保险落地
南新农贸市场、第三农贸市场内政府“菜篮子”公益性铺面成为首批投保者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海南省
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临
高县开展督察。督察进驻期间
（2021年9月16日－9月30日），
设 立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0898-
28286523，专门邮政信箱：海南
省临高县 A002 号邮政专用信
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每 天 08：00～12：00、14：30～

18：00。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
和督察组职责，督察组主要受理
临高县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
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
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
察地方处理。

如发现督察组工作人员存在
违纪违法问题，请拨打督察工作作
风监督电话：0898-65236043。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海南省第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乐东
黎族自治县开展督察。督察进驻
期间（2021年 9月 16日－9月 30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8-
85527109，专门邮政信箱：海南省
乐东县 A003 号邮政专用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08：00～12：00、14：30～18：00。

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
责，督察组主要受理乐东黎族自治
县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
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
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
处理。

如发现督察组工作人员存在违
纪违法问题，请拨打督察工作作风
监督电话：0898-65236043。

海南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乐东黎族自治县督察公告海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临高县督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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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周南青

9月15日上午，省琼山戒毒所驻海
口市琼山区社区戒毒（康复）指导中心
成立。至此，仅3个多月时间，全省司
法行政戒毒系统建立社区戒毒（康复）
指导中心（站）已达到10个。

戒毒人员从强制隔离戒毒场所
出所后，如何巩固强制隔离戒毒成效
是一个难题。省司法厅以“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为契机，专题研
究、查摆问题。针对“全省司法行政
戒毒系统指导社戒社康工作未能形
成‘省—市县—乡镇’融贯一体的指
导支持体系”问题，戒毒康复人员回
归社会的“难点”，通过构建“省—市
县—乡镇”的三级联动衔接帮扶工作

机制，把帮教从墙内延伸到墙外，打
通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会“最后一公
里”。

省司法厅紧扣“指导支持社区戒
毒和社区康复”这一职能，通过新建
省市县级社区戒毒（康复）指导中心
（站），探索建立以社区为依托、以家
庭为基础、以部门联动为平台的延伸
帮扶长效机制，帮助戒毒康复人员重
拾生活信心，顺利回归社会。

“如在万宁，有琼山戒毒所驻万
宁市的社区戒毒（康复）指导中心，在
该市的后安镇有指导站。”省司法厅
厅长郑学海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省
司法厅通过新建市县级社区戒毒（康
复）指导中心（站），在戒毒康复人员
出所衔接、业务培训、日常管控、帮扶

救助、心理咨询、就业指导、回访调
查、禁毒宣传上，加强对社戒社康工
作的指导力度，切实落实各项工作措
施。另一方面，联合省委政法委、省
禁毒办等部门联合制定《海南司法行
政戒毒系统指导参与基层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工作管理办法（暂行）》，探
索疏通戒治、帮教“最后一公里”，帮
助戒毒康复人员重建家庭和社会支
持系统，最大限度减少复吸率，巩固
戒治效果。

“李警官，感谢你们帮我补办了
三个职业证书，我马上就可以正式上
班了。”近日，在省三亚戒毒所驻海棠
区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中心，三
亚市海棠区藤桥村委会第三小组戒
毒康复人员周某进紧紧地握着民警
李丰林的手连声道谢。李丰林是省
三亚戒毒所刚派到海棠区社区戒毒
（康复）工作指导中心的驻站民警，以

志愿者身份对戒毒康复人员进行后
续照管。得知周某进因职业证书丢
失无法持证上岗而烦恼，他主动当起
了“跑腿员”，多次向省三亚戒毒所职
业技能培训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还
专程驱车20多公里帮助周某进补办
职业资格证书。

“目前，我们已派出132名民警
驻站工作，他们大多具有教师资格
证、心理咨询师证和律师执业证，能
够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心理、就业等
方面的专业指导，帮助他们顺利回归
家庭、融入社会。”省戒毒管理局局长
杨儒文介绍，6月以来，全省司法行政
戒毒系统先后在海口市、万宁市、临
高县、文昌市、三亚市等市县加速新
建10个市县级社戒社康指导中心，
打造集戒治、康复、指导、帮扶为一体
的社戒社康人员综合服务保障基地。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省司法厅构建“省—市县—乡镇”三级联动衔接帮扶机制

打通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会“最后一公里”

海南省综合执法点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

全力服务保障海南自贸港
如期封关运作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良子）9月16日，
海南省综合执法点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
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高标准
完成建设任务，全面提升实战化运行能力，织牢
织密反走私防控网，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
新的贡献。

据了解，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今年以来，各
成员单位和有关市县积极推进综合执法点建设，
积极探索综合执法点运行管理模式，制定出台多
项规章制度，查获移交一批违规违法船舶、车辆、
人员，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有力强化了我省岸
线非设关地走私风险防控，实战作用逐步凸显。
会议听取了有关工作汇报，各成员单位介绍了下
一步工作计划。

会议指出，建设综合执法点是贯彻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的一项重要举措。全省各级各相
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建设综合执法点在防控风险中
的重要作用，坚持问题导向，以强烈的责任感、紧
迫感加快推进综合执法点建设，全力服务保障自
贸港如期封关运作。突出工作重点，加强综合执
法点职能定位研究，强化基础设施建设、队伍建
设、执法装备建设、技防信息系统建设，积极稳妥
推进综合执法点建设各项工作。加强工作统筹，
压实市县责任，狠抓重点工作落实，认真研究总结
实战化运行经验，强化督导检查，切实形成推动综
合执法点建设合力。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星泰主持会议并讲
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闫希军出席会议。

全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电视电话会议
暨乡村振兴工作队例会召开

努力开创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新局面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邱江华）9月16
日上午，全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电视电话会议暨
乡村振兴工作队例会在海口召开。会议贯彻落
实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和
全省党建引领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会精神，认真
总结运用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精神，专题部署全省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启方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指出，要强化学习培训，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
述，分级分类开展乡村振兴主题培训，抓好农村
党员群众技能培训；要强化领导力量，建设过硬
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选优配强市县乡领导班
子，管好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和乡村振兴工作队；
要强化基层党建，进一步提升村“两委”班子整
体能力，巩固提升村党组织建设水平，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要强化人才支撑，抓好五类人才
队伍建设，大力推动人才下乡，着力培育本土人
才；要强化党组织领导，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水
平，强化乡镇和村党组织领导地位，提升服务群
众的能力，完善村务监督机制；要强化作用发
挥，推动工作队高质量完成重点工作；要强化奖
惩措施，激励乡村振兴干部担当作为等。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各市县和
洋浦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中国东方航空海南分公司
落户三亚

本报三亚9月16日电（记者徐慧玲）9月16
日，中国东方航空海南分公司揭牌成立，落户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标志着作为民航国家队、主力
军的东航正式开启全方位服务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崭新篇章。

揭牌仪式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
三亚市人民政府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与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签署入园协议，三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分公
司颁发营业执照。根据协议，东航海南分公司
总部设在三亚，并进驻崖州湾科技城，将携手海
南有关各方，全力打造成为海南主基地航空公
司，为海南自贸港搭建起连通全球的“空中丝绸
之路”。

2020年6月13日，在海南自贸港重点项目
集中签约仪式上，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与
海南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自签
约以来，三亚市与东航集团密切对接、深入沟
通，细化框架协议相关内容，加快推动项目落
地。此次东方航空公司海南分公司入驻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是东航深耕海南、扎根三亚、深化
战略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东方航空海南分公司成立后，将把海南
航网更有力地融入整个东航连接全球170个国
家和地区、1036个目的地的航线网络布局中，提
升海南地区航空客货运输的全球通达性。东航
还将在海南持续加大运力投入，不断优化航线网
络，计划在海南整体投放约50架飞机，全方位拓
展海南至全国、全球航线网络，打造海口、三亚
精品快线。

公 告
经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

予以公示。
樊光裕，男，汉族，1974 年 1月

生，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
任、四级高级检察官，拟提名为县（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
政治表现、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
勤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
以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报等
方式进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
问题，提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
守党的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21年 9月 17日至
24日，共5个工作日。

联 系 电 话 ：（0898）12380，
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

道69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
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
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21年9月16日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杜韶光）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省委、省政
府批准，9月16日，海南省第一、第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进驻临高
县、乐东黎族自治县开展生态环境保
护例行督察，并于进驻当天分别召开
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动员会。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涵，是夯实生
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解决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
举措，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手段。本次督察主要针对两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
况，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情况，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标志性项目推动落
实情况，以及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等开展督察，特别关注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此次督察主要采取调阅资料、现
场核查、座谈走访、受理举报、案件交
办、媒体曝光、线索移交等形式开
展。督察结束后，将形成督察报告，
经省委、省政府审定后，向被督察县
委、县政府反馈，主要内容通过省级

和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
督察发现的有关问题将实行分类处
理，对容易解决的，现场移交移送；对
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专函专办、挂
牌督办、行政约谈等方式，督促整改
到位；对发现的重大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问题，现场进驻结束后，由省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按有关权限、程序和要求移交省
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和被督察地方
党委政府。

根据安排，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9 月

30 日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898-28286523，专门邮政信箱：海
南省临高县 A002 号邮政专用信
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每天 08：00～12：00、14：30～18：
00。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和督察
组职责，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主要受理临高县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
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
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2021年9月16日－9月30日期间，设

立专门值班电话：0898-85527109，
专门邮政信箱：海南省乐东县A003
号邮政专用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
话时间为每天 08：00～12：00、14：
30～18：00。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
和督察组职责，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主要受理乐东黎族自治县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
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
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如发现督察组工作人员存在违
纪违法问题，请拨打督察工作作风监
督电话：0898-65236043。

海南省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进驻临高、乐东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

省政府办公厅举办
全省政务信息业务培训班
锻造服务决策的
“千里眼”“顺风耳”

本报海口 9月 16日讯（记者李
磊 通讯员张先昌）为进一步做好全省
政府系统政务信息工作，提升全省信
息人员的综合素质，切实为各级领导
决策发挥参谋助手作用，省政府办公
厅于9月14日至15日在文昌举办全
省政务信息业务培训班。

培训班上，来自各市县政府、省政
府直属各有关单位、中央驻琼及其他
单位分管信息工作及负责政务信息工
作人员约180余人，围绕自贸港背景
下如何当好领导决策的“千里眼”“顺
风耳”进行研讨交流，探寻做好信息工
作“金钥匙”。

近年来，全省政务信息工作实现
了从“短、平、快”的动态信息到有情
况、有问题、有分析、有建议深度信息
的转变，有效推动了一大批事关经济
社会发展改革等方面急难险重工作的
开展。培训中，省政府办公厅信息公
开处负责人在培训班上围绕编写信息
的“五大制胜要诀”，结合大家在采写
信息过程中遇到的困惑、难点，运用具
体事例深入浅出为学员讲解如何写出
有热度、有深度、有价值的信息稿件。受
邀的省社科院教授从“谋事之基，成事之
道”的高度，结合古今中外典故阐述了调
查研究的重要性、如何学会调查研究以
及如何撰写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白沙公布28项便民利企
审批事项清单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近日，《白沙
黎族自治县政务服务可上门办理事项
清单（第一批试行）》对外公布，涉及社
会事务、农林水利、项目工程这三项行
政审批服务板块，共计有28个便民利
企审批事项。

据悉，可预约“政务上门服务”的
范畴包括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公共
场所卫生许可、药品零售企业许可等
16个社会事务审批事项，生鲜乳收购
站许可、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林
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核发等8个农林
水利审批事项，以及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等4
个工程项目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