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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关注强降雨

您对我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实施满意吗？

可扫码填调查问卷
本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王菲）为全面了解

海南省城乡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
知晓率和满意度，评价我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实施效果，省卫健委定于2021年10月-12月
对全省居民进行网络有奖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将
纳入2021年度海南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12项）绩效评价内容。

据悉，本次调查对象为海南省全体城乡居民，
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经济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民
族、户籍所在地、居住地和人群类型等；城乡居民对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知晓情况；城乡居民
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满意情况；城乡居
民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城乡居民对基层公共卫生服
务的意见和建议。

为防止居民反复填写
问卷，限定每个 IP（即每
部手机）只能填写一次问
卷。本次调查为居民自行
填写问卷，医疗机构工作
人员应做到不提示、不暗
示、不诱导、不代答，确保
问卷调查结果真实、可靠。 调查问卷二维码

海口美兰区国庆期间
“双减”督查不停歇
查处7家无证校外培训机构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陈尾娇）国庆期间“双减”督查不停歇。10月6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美兰区教育局获悉，国
庆期间，该区进一步加大对无资质培训机构的整
治力度，共检查校外培训机构19家，对7家无证
校外培训机构下达限期改正通知书，并同时下达
停止办学通知书。

为了持续推进“双减”工作 ，美兰区在国庆期
间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联合执法行动，共
检查校外培训机构19家。其中希来教育存在违
规补课行为，执法部门当场叫停教育教学培训活
动，劝退正在上课的学生，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现场拆除无证校
外培训机构广告牌7起，责令两所已办证机构自
行拆除违规广告牌，3家自行拆除户内外广告招
牌。其中，美兰区还对7家无证校外培训机构下
达限期改正通知书，并同时下达停止办学通知书。

“双减”在行动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记者傅人
意 通讯员时丽艳）大力推动自贸港建
设，急需集聚一批干事创业的人才。海
南日报记者10月5日从省发展改革委
获悉，结合我省开展的“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日前，省发展改革委
将物流人才落户无法出具行业主管部
门意见书作为堵点问题进行破解，有利
于让更多的物流人才在海南安家落户，
推动我省物流业健康有序发展。

今年4月，省发展改革委先后收
到三四起12345政府热线转来的工

单，反映物流企业找不到物流行业部
门出具确认意见书，无法到公安部门
进行创业人才落户，影响了物流企业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问题。

“此前，由于物流是一个跨部门、
跨领域的产业，行业部门涉及交通运
输、邮政、商务等多个部门，各行业主
管部门未出台统一的人才认定文
件。”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省委人才局《海南省引进人才落
户实施办法》，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
出具人才认定确认意见书后，才能去

公安部门落户，一些物流企业人才落
户遭遇找不到主管部门的难题。

为解决行业部门无法统一出具
物流企业创业创新人才确认意见书
的堵点，今年4月底至5月，省发展改
革委积极发挥牵头部门统筹作用，先
后召开两次座谈会，积极协调各部
门，对物流行业主管部门认定进行划
分。经多方协调，无法确认物流行业
主管部门的，由省发展改革委主动担
当，作为物流主管部门进行兜底。

今年7月8日，省发展改革委联
合省交通运输厅、省邮政管理局印发
《关于做好海南省现代物流业创业创
新人才落户工作的通知》，解决了物

流人才落户行业部门认定堵点问题。
文件印发之后，引起了省内外物

流企业的关注。“我们先后接到从辽
宁、天津、四川、浙江等地企业打来的
电话，咨询我省物流创业人才落户问
题，部分还未在海南注册的物流企业
表示，因在网上看到省发展改革委出
台的相关文件希望来海南发展。”省
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接
下来一段时间物流企业人才落户海
南的集聚效应将凸显。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积极为
物流企业创业创新人才落户做好服
务，以便物流企业安心在海南扎根落
户，促进物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省发展改革委“兜底”物流主管部门，出台人才落户政策

让物流人才安心落户海南

本报万城10月6日电（记者张
惠宁）10月6日12时30分，万宁市

“三防”指挥部启动了防汛防风四级
应急响应。

据悉，受东风急流影响，10月5
日8时-6日8时，万宁市24小时平
均降雨量为93.44毫米，其中最大为
南桥镇188毫米；12小时平均降雨
量为22.9毫米，其中最大为万城镇
55.9毫米。受强降雨（4日零时）以
来，万宁市平均降雨量为183.3 毫

米，其中最大为长丰镇的东和农场
328.5毫米。

受强降雨影响，南桥、三更罗等
多地区出现漫水路（桥）的情况，交
通部门及属地政府第一时间派员
设置警戒线，并值班值守直至水退
去，未出现人员伤亡事件。市交通
局联合各镇（区）对全市的漫水路
（桥）开展巡逻警戒工作及对已出
现的漫水路（桥）点执行24小时值
班值守制度。

据悉，该市已通知渔船有序
回港和就近靠港避风；组织相关
部门对城市内涝的情况进行排
查，对已经出现的涝点，开展了排
涝、疏通及警戒；5日开始该市已
陆续对全市的旅游景区景点和酒
店地下室（停车场）部署防范强降
雨工作，对游客广而告之天气情
况；该市供电部门加强力量巡查
管控，对淹没地区的高压电杆、路
灯做好防漏电工作。

万宁开展漫水路（桥）巡逻警戒
本报海口 10月 6日讯 （记者

郭萃 邵长春）海口市交通运输和
港航管理局 10 月 6 日 19 时 10 分
发布温馨提示，受南海热带低压
影响，琼州海峡风力逐渐增大，琼
州海峡（南港-北港）航线于10月6
日 20 时起全线停运。海口新海

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在10月 6日
20 时停止作业，未预约的车辆暂
不要前往港口。详情可关注“琼
州海峡轮渡管家”“铁路轮渡”微
信公众号，或者收听 FM100 海南
交通广播和 FM95.4 海口旅游交
通广播。

海口三港
10月6日20时停止作业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新塔台启动消防验收工作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记者刘梦晓）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获悉，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新塔台项目已启动消防验收工作。

据悉，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新塔台项目位于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T1航站楼北侧，机场综合交
通中心东侧，项目包含1栋 22层塔台和1栋 5
层航管楼，总建筑面积1.74万平方米，占地面积
7282平方米。新塔台运营后，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指挥飞机的席位将增加到14个，规模是现有
塔台的3倍。

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报名启动
初试时间为12月25日至27日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刘晓惠）10月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
悉，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已经启动，
即日起至25日每天9时至22时，考生可登录“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平台”报名。考
试初试时间为12月25日至27日。

网上确认（现场确认）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
考试机构根据国家招生工作安排和本地区报考组
织情况自行确定和公布。12月18日至27日，考
生可凭网上报名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平台”下载打印《准考证》。

“驴友”误入山林迷失遇险
陵水多部门联手救援

本报椰林10月6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黄
恒）10月5日，一名外省籍“探险者”误闯陵水黎
族自治县山林，又遭遇暴雨，被困野外山林。陵水
海岸警察联合当地相关部门紧急救援，终将遇险
者救出。

当日17时50分，陵水公安局新村港海岸派
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一起报警求助：在南湾猴
岛附近一处山林，有一名“探险人员”走失。接到
报警后，派出所第一时间联系报警人，但发现报警
人电话没法接通，便第一时间组织民警前往事发
地寻找该走失人员，同时联系南湾猴岛工作人员
与南湾村村委会干部共同寻找。

救援时，天色已黑，山路泥泞，救援人员冒着
大雨经过两个小时的艰难搜寻，于20时许将遇险
人员找到。

遇险者董先生今年60岁，南京人，是一位旅
游探险爱好者。当日，董先生独自攀登南湾猴岛
山林，又因天降暴雨，导致董先生无法辨明方向，
而林区手机信号弱及无卫星定位，在打完报警电
话后就彻底没有信号了。

旅游文化体育投资大会
在海口举办
我省7个旅游文化
相关园区借会招商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日前，2021
旅游文化体育投资大会在海口市举
办。省旅文厅利用该平台，举办海南
自由贸易港政策说明会暨旅游文体产
业招商推介会，就酒店民宿、红色旅
游、乡村旅游、非遗及文博行业进行专
题推介。

大会中，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口江
东新区、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
园、海口文化产业园、海口国家高新
区、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三亚中央
商务区进行了园区推介，吸引投资主
体落户园区。

旅游产业重点招商方向将继续聚
焦国内外品牌主题公园，做大做强购
物旅游、会展旅游；打造康养天堂，并
利用自贸港免税、保税政策，开展邮轮
游艇旅游、森林旅游、环岛旅游公路、
全域旅游、夜间文化旅游等消费项目
的招商。文化产业重点招商方向将通
过打造旅游演艺主题公园，打造国内
乃至全世界有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品交
易中心；打造特色文创产品和旅游商
品，引进非国有博物馆、吸引国内外头
部影视文化企业和从业者落户海南，
并建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等内容
进行。体育产业重点招商方向将围绕
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保障国家
体育发展战略，打造体育冬训天堂，培
育出竞争力强、有高科技、有市场、有
影响力、青年人感兴趣的体育项目落
户海南等内容进行。

中央媒体看海南

■ 经济日报记者 潘世鹏

瀑布流韵，树木葱茏。走进素有
“热带雨林展览馆”美誉的海南省霸
王岭自然保护区，游客可以尽情欣赏
热带雨林的独特景色，运气好的话还
能一睹海南长臂猿的灵巧身姿。

刚从保护区管理局退休不久的
陈庆，祖祖辈辈以砍伐树木和打猎为
生，他自己也曾是当地有名的猎手。
自从成为保护区工作人员后，他守护
这片山林已整整41年。退休后，他仍

志愿在保护区巡护，为游客、科研人
员做义务向导。谈起变化，陈庆最大
的感慨是，“现在人们保护生态的意
识越来越强了”。

海南岛上热带雨林密布，海水清
澈蔚蓝，被誉为天然的“物种基因库”
和最大的“自然博物馆”。随着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不断深入，海南旅游经
济快速发展，每年到海南旅游度假康
养的人不断增多。

国庆期间，来万宁市“最美旅游
公路”参观的自驾游客络绎不绝。
万宁市旅游公路被誉为“会讲故事”
的路，全长 30多公里，全线串联起
多个美丽海湾。因为不少路段就在

海边，摇下车窗即可欣赏海边美景，
成为众多游客来海南旅游打卡的

“新地标”。
好生态，金不换。近年来，海南

省委、省政府将保护得天独厚的生
态环境作为“国之大者”，牢牢守住
生态红线。“十三五”以来，海南省坚
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推
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等工作
取得关键性进展，生态环境质量总
体改善。

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表示，海南
的“绿水青山、碧海蓝天”，不仅仅是
海南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全国人民
的宝贵财富。海南省以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为抓手，坚决做到生态
环境只能变好、不能变差。

“经核算，2019年度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内森林、湿
地、草地、农田等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总量为2045.13亿元，单位面
积GEP为0.46亿元/平方公里。”9月
26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区GEP核算成果新闻发布会公布
了核算结果，这是我国首例针对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区开展的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核算。绿水青山今后在海南
将有“价”可依。

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
海南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的四大标志性工程之一，也是海南省
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实现路径的具体实践。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于2019年开始体制试点，
是我国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区之一。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院
长杨众养介绍，在全国率先开展国家
公园范围的GEP核算，并成为首个发
布GEP核算成果的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区，表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区在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路径的具体实践上走
出了坚实的一步。

（原载于《经济日报》2021年10
月6日头版头条）

《经济日报》关注海南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绘就天蓝海碧山青新画卷

广告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典 当

资讯
广场

●海南阿诺亚州际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诺亚汽车服务（海南）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合同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 失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国家助学贷款
额度自2021年秋季学期起提升，10
月 6日，海南省教育厅发布操作攻
略，指导海南大学生在10月22日前
通过“开发银行学生在线系统”申请
提额。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发布文件，自2021年秋季
学期起，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
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

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8000
元提高至不超过12000元；全日制研
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
过 12000 元提高至不超过 16000
元。学生申请的关键助学贷款应优
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
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在新政策出台后申办助学贷款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直接按照
最新政策办理贷款；在新政策出台前
已经提交贷款申请或者签订借款合

同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如果确有需
求可以在10月22日前通过“开发银
行学生在线系统”申请提额。

有提额需求的学生可登录“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网
址 ：https：//sls.cdb.com.cn/#/），
进入“贷款提额申请”菜单，并按提示
进行操作，直至重新输入今年的贷款
金额。当学生通过人脸识别认证成
功后，合同将显示为“审批中”。学生
可耐心等待有关分行审批，审批通过

后会在首页的贷款进程中显示。
需要注意的是，提额申请仅允

许操作一次，提额申请提交后，不可
修改、不可撤销。贷款额度在学生
提额申请经国家开发银行调整和审
批后，在“学生在线系统”显示，以

“学生在线系统”显示的审批通过金
额为准。

如学生未在10月22日前提交提
额申请，则视同该生已了解最新贷款
政策，并自愿放弃本年度申请提额。

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贷款额度提高至不超过1.2万元

我省学生应在10月22日前申请提额

10月5日，2021年三亚市游泳公开赛在三亚技师学院游泳馆开赛。本次比赛共有21支代表队
400余名运动员及教练员参加，赛期2天。 本报记者 武威 摄水中搏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