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1日，海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一派
繁忙。目前，该项目地下室结构工
程已完成50%。

据了解，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
区双创广场，是海口十大公共文化
设施项目之一，计划2023年4月
完工。建设内容包括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馆、群众艺术馆、琼剧馆
等场馆。项目建成后，将更好地满
足市民游客对于高质量文化消费
的需求，提升海南文化软环境，增
加旅游吸引力，助力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施工现场繁忙
工程进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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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认为，创新实验室实质上是
一个落实平台。首先通过这个平台，
能够更好地整合多方力量，一方面可
以整合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共同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为海南未来
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贡献智力。另一
方面能够整合国内外各种技术资源，
为海南巨灾保险提供技术支持。

除了平台概念外，创新实验室最
重要的是要落到实处。创新实验室将
根据海南实际需求，以问题导向，来解

决所要解决的问题，确保巨灾保险制
度不仅落地，而且发挥应有的作用。

王和表示，要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
的政策优势，探索制度和产品创新，破
解难题，营造特色，打造优势，形成巨灾
风险管理的“海南解法”。同时，要将基
于科技创新的灾害治理服务作为一个
新兴产业加以培育，力求形成相关科技
和金融服务产业集群，打造我国灾害风
险管理的科研和金融服务中心。

海南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推进创新实验室工作，一是要需求
推动、问题导向，拟定工作计划，抓实抓
细创新实验室工作任务，确保实验室健
康有序发展；二是要科学严谨、讲究实
效，建立基层灾害防御能力评估体系，
深入研究如何利用保险机制，推动建
立健全基层灾害防御体系的评估标
准；三是要优势互补、通力合作，推进
实验室高效运转，利用好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政策优势，共同推动前沿技术
和研究成果在政府和保险行业的落地。

中国人保财险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人保财险将深化风险管理模式创
新，实施“承保+减损+赋能+理赔”保险
新逻辑，以风险减量管理理念为核心，
推进保险从损失补偿向全方位风险管
理解决方案转变，为客户提供更专业服
务的同时，助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从
行业引领和政企协同两方面，发挥保险
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作用，协
助政府全面构筑有保险支持的综合防
灾减灾与应急管理安全屏障。

我省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创新实验室揭牌

探索巨灾风险管理的“海南解法”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朱建）风险治理与
应急管理研讨会暨创新实验室揭
牌仪式10月21日在海口举行。据
悉，该实验室的建设按照科学严
谨、务求实效原则建立基层灾害防
御能力评估体系，健全基层灾害防
御体系评估标准，利用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政策优势，围绕巨灾保险制
度建设，共同推动前沿技术和研究
成果在海南落地，并为国内乃至其
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和模式。

当天揭牌仪式后，海南省应急
管理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中国再保险
集团巨灾风险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三
方签署创新实验室框架合作协议，
聘任中国精算师协会副会长王和为
实验室主任。创新实验室会发挥什
么作用？为什么选择在海南设立创
新实验室？海南日报记者就此专访
了王和以及相关单位负责人。

海南有条件进行巨灾保险制度创新

巨灾保险，顾名思义是指对因发生
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可
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严重人员伤亡
的风险，通过巨灾保险制度，分散风险。

“目前，在国内，巨灾保险发挥的
作用还不是很大，因此，海南提出建设
巨灾保险制度，我作为一个长期研究

巨灾保险制度的一个学者，非常兴奋
和激动。”王和说。

王和说，建立巨灾保险制度，首先
是地方政府要对巨灾保险制度有深刻
理解和强有力的推动，在这一方面，海
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应急管理
厅积极推动，将把巨灾保险制度的建

设融入到社会治理中，这都是推动巨
灾保险建设的重要因素。

此外，巨灾保险制度建设需要立法
保障，而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
南是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因此，海南有
推出巨灾保险条例之类的立法保障。

从客观原因分析，基于海南自贸

港建设背景和海南岛自然灾害特点，
海南有需求、有条件，也有强烈意愿希
望改变当前单一的灾害管理与救助模
式，将保险纳入灾害救助和应急管理
体系，探索形成巨灾风险管理的“海南
解法”，进而提升海南风险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创新实验室将发挥什么作用？

◀上接A01版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项目虽已验收通

过，但由于场地空置时间较长，距离向公众开放显
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

“这个项目暴露出我们在工作中综合协调不
足、督促管理不力的问题。保障项目推进缺乏啃

‘硬骨头’的干劲，造成项目拖延较长。项目出现
问题后，推动的手段少，致使各个环节都发生了拖
延。”屯昌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说，该局已深入查
找自身不足，制定了整改措施，将坚持边整顿、边
总结、边完善，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推进干部作风
转变，根治深层次问题，查缺补漏，特别是项目管
理方面加强标后监督、项目管理、服务保障等各环
节，在优化环境中改进作风，在服务群众中锤炼作
风，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问题困难大、麻烦多不代表就不能解决，这
更需要用坚强的作风来保障。”屯昌县作风整顿办
负责人说，接下来将紧盯堵点难题不放松，深挖背
后的作风顽疾，加大督查力度，推动县旅文局等单
位以更扎实的作风推动问题彻底解决。

（本报屯城10月21日电）

职能部门作风“散”
“拖”字成了“肠梗阻”

本报博鳌 10月 21日电 （记者
袁宇 通讯员罗颖）10月20日，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乐城大桥
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海南省第一座
悬索桥，是一座集景观性、功能性于
一体的特大型桥梁。大桥横跨万泉
河两岸，将极大改善先行区基础设施
配套和城市功能，提升先行区的形象

和品质，加快先行区北岸建设步伐，
助推先行区与嘉积城区的融合发展。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副局长刘哲
峰介绍，建设乐城大桥意义重大，它
将沟通万泉河两岸，不仅能够极大
地完善先行区基础设施配套和城市
功能，还将推动乐城先行区北岸的
建设，并将进一步强化乐城先行区

与琼海市嘉积城区的融合发展。
乐城大桥项目规划全长 1757

米，其中桥长 1193 米，道路等级为
城市主干路，设双向四车道，路幅宽
度为 30 米。乐城大桥主桥为独塔
空间索面自锚式悬索桥，主塔为“星
钻”型桥塔，塔高达 94米。整座大
桥在承担交通功能的同时，也是乐

城先行区的标志性景观桥梁。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乐城大桥项目建成后，从乐
城先行区南岸到嘉积主城区只需
要约 5分钟，乐城先行区与嘉积主
城区将进一步融合发展，将有力助
力乐城先行区建成一流国际医疗
旅游目的地。

乐城大桥开工建设
系我省首座悬索桥，建成后从乐城到嘉积主城区只需5分钟

中天证券
在海南设立分公司
发挥资本优势助力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 10 月 21 日讯 （记
者刘梦晓）10 月 21日，中天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证
券）海南分公司在海口成立。这
是中天证券在全国设立的第二家
分公司。

中天证券是辽宁省属唯一一
家国有证券类金融机构，主要业
务范围涵盖证券经纪业务、证券
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投资银
行业务、信用交易业务、量化投资
业务、新三板做市业务、票据业
务、期货业务和私募投资基金等
10个领域。

中天证券海南分公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在海南设立分公
司，旨在以海南为立足点，充分发
挥资本优势，为海南自贸港贡献力
量。同时，也有助于中天证券依托
自贸港优势，开创国际化发展的新
局面，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增添
新动能。

全省创新型县（市）创建工作
现场交流会召开

依靠科技创新
实现绿色发展

本报五指山10月21日电（记者谢凯）10月
20日至21日，全省创新型县（市）创建工作现场
交流会在五指山市召开。

会议指出，2018年以来，我省县域创新工作取
得了探索性、开创性成效，五指山市获批建设以生
态为主题国家级创新型县（市），东方、澄迈和文昌
等市县成功创建省级创新型县（市）；全省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60%；建立起一支稳定的科技特
派员队伍，成员数达2235名。

就如何抓好创新型县（市）下一步建设工作，
会议要求，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县域创新的重大
使命，依靠科技创新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绿色
发展；要找准创新发展的定位，明确创新发展的定
位，挖掘潜在资源，精准发力；要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持续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撑产业高质量
发展；要汇聚人才资源，加强人才引进和培育；深
化科技创新综合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我省开展
防返贫监测专题调研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唐刚）为了解防
返贫监测对象核查工作开展情况，查找各市县在
开展防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研究工作对策，近日，省乡村振兴局启动了防
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专题调研。

省乡村振兴局成立了多个调研组，由局领导
率队奔赴有关市县，采取入户核查、座谈交流等方
式开展调研，深入了解脱贫户、监测对象等群众的
生产生活、务工收入、相关政策及帮扶措施落实等
情况，对信息采集、监测对象认定等工作进行指导。

调研中，省乡村振兴局要求各地要切实提高
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扎实开展防返贫监测对
象核查工作。要明确监测范围，准确把握纳入监
测标准，认真研判重点对象的家庭情况，充分考虑
家庭收入和刚性支出，确保对符合监测对象条件
的农户做到应纳尽纳。要高度重视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体外循环”等应纳未纳现象，采取切实有效
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本报万城10月21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曾君倩 陈程艺）万宁市
海上环卫工作采购服务项目启动仪式
10月20日在万城举行，万宁市环卫园
林局、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等参会代表共同按下启动球，标志着万

宁市启动“海上环卫”市场化运行机制。
据了解，万宁市海上环卫工作采

购服务项目总投资约600万元，受委
托的第三方机构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
业有限公司将在万宁常态化、规范化
开展岸滩、河流入海口及近海海洋垃

圾治理等工作，通过组建专业的海上
环卫队伍进一步建立健全万宁市海上
环卫工作机制，构筑完整的海域垃圾
收集、打捞、运输、处理体系，切实增强
当地海域垃圾污染防治能力。

万宁市环卫园林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万宁经济建设和旅游产业的
蓬勃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越
来越重要。该局将加强领导，压实责
任，认真担负起监督管理责任；同时与
项目公司加强配合，上下联动，确保各
项交接顺利到位。

万宁启动“海上环卫”市场化运行机制
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海洋垃圾治理

海口工艺美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落幕

85名工艺匠人同台竞技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10月

21日，由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
第一届自贸港技能大赛——海口市工艺美术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落幕，共有85名工艺匠人角逐
技术能手。

据了解，本次竞赛活动以“新时代、新技能、新
梦想”为主题，比赛时间从10月18日至21日，分
设玉雕工、木雕工和抛光工3个赛项，采用个人赛
形式。获奖选手除了获得名次荣誉和奖金奖励
外，还可以晋升职业技能等级，竞赛组委会也将按
名次选拔和推荐选手参加省级工艺美术行业技能
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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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万宁洪利农业产销专业合作社董事长钟昌宝：

退伍军人变身水产专家编者按

海南省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联合海南日报继

续推出“建功自贸港 有

我有担当——退役军人

创业先锋”系列专题，挖

掘退役军人创业事迹，

展示退役军人创业风

采，激发退役军人创业

热情。

“最近受台风天气影响，雨水很多，
对水产养殖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作为公
司负责人，我要发挥带头作用，提前做好
防护措施，确保养殖生产和工作人员的
安全。”日前，在海南万宁洪利农业产销
专业合作社水产养殖基地，董事长钟昌
宝边紧张有序地落实防护工作边说。

军人退役不褪色。从一名普通的退
伍军人到水产养殖“专家”，钟昌宝用严
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
风，在水产养殖的道路上不断开拓进取，

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还带动更多
的退伍军人和当地村民通过水产养殖增
收致富。

钟昌宝是海南万宁人，1995年12月
入伍，曾参加1998年桂林抗洪抢险，在
服役期间由于表现优秀，曾连续三年被
评为优秀士兵，荣立三等功一次，并于
199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退役
后回到家乡。

从2001年创业至今，钟昌宝先后成
立了万宁清华水泥制品厂、海南万宁洪

利农业产销专业合作社，以及海南金忠
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其中，2011年成立的海南万宁洪利
农业产销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东风螺养
殖和销售等业务。经过十年的发展，该
合作社培养了一批实践经验丰富的养殖
和销售专业人才，并拥有养殖基地15
亩，养殖池120个，合作社每年创造经济
效益200多万元，不仅为当地许多村民
提供了增收致富的“好路子”，同时还帮
助10余名退伍军人解决就业岗位。

“作为家乡的一份子，我一直希望能
尽最大努力，带领更多的乡亲们共同致
富。”钟昌宝表示，将以更加坚定的信心、
更加清晰的思路、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
严实的作风，发扬退伍军人的优良作风，
扩大养殖规模，同时，紧抓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历史契机，将水产养殖和旅游相结
合，打造休闲观光农业，为乡村振兴尽一
份力，为当地村民和退伍军人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

（撰稿/容朝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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