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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争当自贸港政法先锋

本报万城10月7日电（记者张
惠宁）10月7日下午，万宁市召开“查
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推进会，通
报全市91个“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动态问题台账当前进展情况，
着重通报了万宁城市长远发展土地受
限问题等10个“查堵点”典型案例和
破解东澳镇神州半岛项目用地清表等

4个“破难题”典型案例。
“我个人负责破解的问题一共有

4个，3个为自查问题，1个是需要省
里协调解决的问题。其中兴隆华侨农
场职工社保补缴等2个问题已经解
决，其余两个问题正在序时计划推进
中。”万宁市委书记贺敬平说，“打造营
商环境，首先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据了解，全省“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动员部署会召开后，万宁市第一
时间学习谋划，制定了实施计划，确定
由每个省管领导干部带领人员深入到
分管领域、驻点镇、联系项目点等开展

“解剖麻雀”式调研。万宁市29名省管
领导干部通过自查、省活动办转交、网
络舆情每日特报等渠道收集问题91
个。会议向社会公开91个问题的整改
情况：目前已完成解决问题47个，9月
底阶段性解决问题73个（包含已完成

解决的）。29位省管干部的活动开展
情况材料，也同时向社会公开以接受
基层群众、企业和管理服务对象监督。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91个动态
问题台账中，属于“改善民生问题”有
28项。其中既有兴隆华侨农场1991
年前参加工作的职工社保问题没有解
决、1970年代建的万宁三分渠年久失
修堵塞破损严重这样的民生欠账，也
有万城镇新海社区后朗村2011年土
地被征用，村民至今没有得到土地征

用补偿款，以及风华园安置区210间
房子漏水这样的群众忧心事等等，这
些查摆出的民生问题目前有的已得到
解决，有的正在解决中。

在发言中，当地干部纷纷谈体会、
说建言，表达自主试、大胆改，动真碰
硬、真抓实干、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的心
声，希望下一步工作能查摆出有代表
性的问题，找到阻碍万宁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点问题，让万宁能破除障碍，抓
住机遇，获得大发展。

万宁市召开“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推进会，向社会公开91个问题整改情况

解决老堵点 建立新机制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印
发《关于降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
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旨在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减税降费决策部署，减轻企业负担，优
化营商环境。《通知》自10月1日起执行。

《通知》对收费标准做出规定。一是开办一般
性生产建设项目的，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
计征，每平方米1.5元（不足1平方米的按1平方
米计，下同）。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中的水库淹
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内。二是开
采矿产资源的，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
次性计征。三是开采矿产资源的，开采期间，石
油、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矿产资源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的年度开采（矿石）量（采掘、采剥总
量）计征。四是取土、挖砂（河道采砂除外）、采石
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根据取土、挖砂、采石
量，按照每立方米0.3元计征（不足1立方米的按
1立方米计）。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三种方式计
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五是排放
废弃土、石、渣的，根据土、石、渣量，按照每立方米
0.3元计征（不足1立方米的按1立方米计）。对
缴纳义务人已按前四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的，不再重复计征。

本月起

我省降低
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肖鹏）连日来，省
司法厅在第二批队伍教育整顿中，坚持开门纳谏，
登门拜访，换位体验“走流程”，立足于为群众办实
事，落脚于为基层解难题，广开言路促整顿，推动
教育整顿扎实深入开展。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民警不仅面临长期封
闭执勤的巨大压力，还要面对执勤模式下待遇降
低的困扰，如何保障民警待遇不受影响，成为当前
亟待解决的难题。”近日，在省司法厅召开第二批
队伍教育整顿监狱戒毒系统征求意见座谈会上，
省琼山监狱负责人表示。

这是省司法厅党委“开门纳谏”活动中的缩
影。第二批队伍教育整顿启动以来，省司法厅党
委先后开展“开门纳谏”和“大调研大起底”活
动，省司法厅主要负责人分条块主持召开11场
征求意见座谈会，认真听取社会各界代表、行业
协会、市县司法局和省属监狱戒毒所等各方意
见，将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五
方面条线顽瘴痼疾作为自选动作，梳理形成四方
面21项重点整治清单并向社会公布。针对21
项重点顽疾清单，以正风肃纪、能力提升、执法
司法制约监督体系为重点，对应形成27项制度
机制建设计划。

“我们针对‘开门纳谏’活动中大家提出的建
议、意见，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基层
解难题’等司法为民实践活动，切实把人民群众的
所思所想所盼转化为工作努力的方向。”省司法厅
党委书记苗延红介绍，该厅认真履行法律援助、禁
毒宣传、监狱会见、社会帮教等7项承诺，完成为
民办实事事项169件，惠及群众近10万人次。结
合作风整顿建设年和“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对困扰基层的四方面13个问题深挖根源、排
查起底，解决了一批长期困扰基层司法行政工作
的突出问题。

省司法厅推动
第二批队伍教育整顿深入开展

开门纳谏集众智
服务群众听民声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蒋
升）10月7日，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
会议，对扎实做好应对极端天气和国庆后期我省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全
省各级公安机关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
担当精神，扎实做好保安全、保稳定、保畅通各项
工作，确保不发生各类重大交通事故和不出现大
范围拥堵的情况。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特别注意因
暴雨天气而引发的各种潜在风险，科学制定应急
预案，加强显性用警，确保发生问题能够快速有效
处置。针对节日返程高峰，各级公安交管部门要
进一步严管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最大限度消
除交通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故障等
情形，做到快速出警、快速处置、快速恢复通行。
要积极组织警力加强港口码头治安秩序维护，严
密治安防范，确保进出港道路交通秩序平稳。

为确保国庆后期返程高峰阶段秀英港、新海
港、粤海铁路南港周边路段交通正常有序，妥善处
置因滞港车辆剧增引发交通拥堵的紧急情况，海
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迅速成立了“三港”过海车
（客）滞港应急处置指挥部，科学制定应急预案，迅
速增派警力在“三港”开展24小时的路面执勤，最
大限度保障滨海大道、丘海大道等路段交通畅通
和大量旅客车辆出行安全。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闫希军主持会议。

我省召开应对极端天气
保道路安全畅通工作会议

海口成立“三港”过海车（客）
滞港应急处置指挥部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海南孔雀雉、海南山鹧鸪、圆鼻巨蜥……日前，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鹦哥岭片区的
海南鹦哥岭动植物博物馆内，一个个珍禽异兽的标本吸引着到访的媒体记者、游客驻足观看。

“鹦哥岭片区植被茂密、物种丰富……”在此扎根11年的科普工作人员麦严专注于向人们推介鹦哥岭
这张绚丽多彩的生态名片，在他看来，只有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鹦哥岭，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对这片热带雨
林的保护，更直观地感受海南的生态优势。

为让媒体记者一行更好地了解鹦哥岭这一“物种宝库”的独特魅力，麦严找来护林员，带着大家从鹦哥
嘴开启了一段巡山护林之旅。

绿色天堂 生态瑰宝——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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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雨林中深呼吸、于潺潺泉流
边嬉戏……置身于鹦哥岭，就能真
切地感受到雨林生态的魅力。但受
限于各种条件，这般艰辛且愉悦的
旅程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体会，

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鹦哥岭蕴
藏的宝藏呢？

“科普。”多年来一直用心、用情守
护鹦哥岭的生态科研工作者给出了答
案。其中，海南鹦哥岭动植物博物馆
是一座集科普宣传、科学研究、物种繁
育、野生动物救护等功能于一体的综
合性宣传教育科研基地，该馆共计珍
藏与展出大约1.2万件的动植物标本，
堪称一个“浓缩版”的鹦哥岭。

在这里，人们可以图文并茂地了
解到，海南黄肉牛肝菌、道银川藻、红
盖兰茂牛肝菌、平地小皮伞等一个个

“稀奇古怪”的名字均属于“鹦哥岭新
种”；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十分珍稀的
国家Ⅰ级保护植物坡垒、伯乐树等；
在这里，海南疣螈、海南溪树蛙、海南
湍蛙、海南拟髭蟾等两栖类海南特有

种能让“动物迷”大饱眼福。
麦严介绍，截至目前，鹦哥岭已

记录有4000余种动植物，经统计，脊
椎动物510种，包括淡水鱼类92种，
两栖爬行类119种，鸟类250种，哺乳
动物49种，其中，国家Ⅰ级保护动物
9种，国家Ⅱ级保护动物65种。此
外，还有2323种维管束植物，2078种
乡土野生维管束植物等。

尤其是近年来，鹦哥岭片区陆续
编辑出版《鹦哥岭兰科植物图鉴》《海
南鹦哥岭鸟类图鉴》《海南鹦哥岭两
栖及爬行动物图鉴》等科普读物，积
极组织开展各类科普教育活动走进
校园，旨在把鹦哥岭这片热带雨林逐
渐“浓缩”为一本本科普读物，让更多
的雨林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本报鹦哥岭10月7日电）

符惠全回忆，早些年，大伙巡山
遇到暴雨天，没法继续前行或后退，
夜深了，只能湿漉漉地躲在石壁深处
露宿。下雨使得大伙还没法生火取
暖，也做不了饭，又冷又饿还睡不着，

“往往这边刚帮同伴抓完腿上的蚂
蟥，却发现自个的大腿也开始痛痒，
撩起裤脚一看，也有好几只蚂蟥正在
贪婪地附在腿上吸血……”

“山里雾气重，还会经常下雨，自

打来鹦哥岭这些年来，每回进山林身
上的衣裳就没干过，湿漉漉地粘在身
上，时间一长，啥味道都有……”麦严
不时插话打趣道。“这几年好多了，单
位都给我们配备了帐篷、睡袋，拉链
一拉紧就能隔开蚂蟥、蚊虫，换上速
干衣也方便入眠。”麦严说。

作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鹦哥岭于
2004年获批成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并

于2014年跻身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也是海南“最年轻”的国家级保护区。

自2007年以来，包括麦严在内，
陆续有来自全国各地共计30余名大
学生奔赴鹦哥岭开展生态科研及科
普工作，他们用脚步丈量山岭，为周
边村民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把一批批
村民护林员培训成为热带雨林的“土
专家”，在摸索中建立并不断完善鹦
哥岭的生态“档案册”。

“当心，别让蚂蟥钻进裤腿，快找根
绳子把裤脚扎紧点”“别踩空了，也别被
树根绊倒”“尽量弓着身子，才好往上
爬”……今年国庆黄金周，秋雨淅沥，给
护林员的巡山工作增加了难度。一路
上，麦严与护林员一行在前方开路，不
时回过头提醒同行的几名媒体记者。

踏过崎岖小径，穿行茂密丛林
……一路上，大伙小心翼翼地爬上一
个个小山头，一边为壳斗科外向异生
的板根、天南星科巨大的叶子、桑科

的老茎生花、木质藤本的漫天飞舞，
以及浮生蕨类和兰花组成的空中花
园等奇观赞叹不已。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身旁的灌
木丛里不时传来鸟兽快速闪过的声
响，可当大伙试图循声寻觅时，却难
见着它们的踪影。

“刚才跑掉的那身影可能是一只
小灵猫”“你看，正在吃树果的就是赤
腹松鼠”……当天随行的护林员符惠
全边走边给大伙上了一堂生动的雨

林科普课，“这个季节，鹦哥岭的河里
也很热闹，有横纹南鳅、点纹银鮈、子
陵吻虾虎鱼等，有时一两公里的河段
都能发现有十几种鱼类。”

不一会儿，汗渍浸透了背部的衣
裳，大伙遂停在一处山涧旁小憩。记
者注意到，眼前的大树、老藤、岩壁、
泉流以及阳光透过枝桠射下的光斑
交映成趣，耳边不时传来一阵阵悦耳
的蝉鸣鸟啼，原本静谧的热带雨林开
始热闹起来……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日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区鹦哥岭片区，风吹拂着枝桠，不时
传来几声清脆又悦耳的鸟儿鸣叫声。鹦
哥岭片区“80后”护林员符建灵站在一旁，
仔细听着鸟叫，神情专注，“不用看鸟儿长
啥样，光是听鸣叫声，我也至少能辨别得
出七八十种鸟儿。”

符建灵练就的这门独特的本领，让大
家羡慕不已。原来，自2013年返乡当上护
林员以来，一次机缘巧合，他跟随着当地
的生态科研人员在鹦哥岭开展为期一周
的鸟类调查，自此，就开始迷上了热带雨
林里的这些“小精灵”。

为了探清鸣叫鸟儿的种类，更好地做
好巡山护鸟工作，自2015年起，符建灵每
每巡山时就会带上相机与录音笔“捕捉”
不同鸟儿的踪迹以及鸣叫声。他举例说，
同属于鹃形目杜鹃科，四声杜鹃、中杜鹃、
大杜鹃，从长相来看，这三种鸟儿十分神
似，很容易混淆，但当你听到一串“咕、咕、
咕、咕”的四声连叫时，这就是四声杜鹃在
欢迎你了；当中杜鹃发出有点低缓的“咕
咕咕”鸣叫声时，会给人一种昏睡乏力的
感觉；相比之下，大杜鹃喜欢发出两个音
节的“布谷”鸣叫声，看似有点单调，但音
质不失粗犷。

符建灵一边翻阅着2019年出版的《海
南鹦哥岭鸟类图鉴》一边介绍说，在鹦哥
岭片区已记录到的250种鸟类中，非雀形
目鸟类97种，雀形目鸟类153种，其中，留
鸟为146种，候鸟为104种。据悉，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鹦哥岭片区
面积较大、垂直落差大以及森林质量较
好，又得益于历次科考所积累的数据，以
及对科研监测的有效管理，使得鹦哥岭的
鸟类记录数据不断刷新。

从看图识鸟，到一听鸣叫声即可分辨
出鸟儿的具体种类，这本事可不是一朝一
夕能练出来的。符建灵回忆说，刚开始，
看到大大小小的鸟儿在半空中掠过，或是
钻在丛林枝桠间追逐戏耍，发出的叽叽、
喳喳、咕咕等鸣叫声，确实难分彼此。在
符建灵看来，在常年略显枯燥的巡山工作
中，如果能学会静下心来去寻觅与聆听不
同鸟儿悦耳的鸣叫声，然后再请教当地的
鸟类保护专家辨别，时间一久，既增长了
学问，也能给这份工作增添不一样的乐趣
与动力。他也期待着，“人来鸟不惊”的意
境，能让更多的人关注与呵护鹦哥岭这片
热带雨林。 （本报鹦哥岭10月7日电）

鹦哥岭片区护林员符建灵：

闻声辨啼鸟

一饱眼福 珍禽异兽馆中阅

幕天席地 一片丹心为山林

步移景异 静谧之中蕴生机

“

鹦哥岭已记录有

逾4000 种动植物

截至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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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日前，航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区鹦哥岭片区。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南鹦哥岭动植物博物馆展出
的豹猫标本。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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