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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社厅解读我省人社领域包容免罚清单政策

首违不罚 实现有温度执法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李京赟

10月27日，《海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以
下简称《清单》），对列入《清单》范围，
符合适用条件的轻微违法行为，依法
不予行政处罚；对已列入《清单》范围，
但不符合适用情形的轻微违法行为，
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人社领域包容免罚清单制定有何
依据？主要涉及哪些内容？列入《清

单》范围的轻微违法行为是否都不予
行政处罚？10月28日，海南日报记
者邀请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对相关政
策进行解读。

据介绍，2021年7月15日，新修
订的《行政处罚法》开始施行，其第三
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相关规
定，积极探索包容审慎监管，创新监管
方式，主动为用人单位发展提供容错
支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制定了《清单》。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说，《清单》
列出了违法行为、法律依据、不予处罚
适用条件，列入《清单》范围轻微违法
行为，必须同时满足适用条件，方可不
予行政处罚，对虽然列入《清单》，但不
满足适用条件的轻微违法行为，仍然

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本清单施行前发
生但尚未处罚，且符合条件的轻微违
法行为，也适用《清单》。

据介绍，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轻
微违法行为的查处，要依据《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的规定经过立案、调查
取证、告知等法定程序，证据的收集
和固定标准要与查处其他情形违法
行为的案件保持一致，做到执法有
据、程序合法。对轻微违法不予行政
处罚，采取“一案三书”的形式，即用

人单位守法诚信承诺书、劳动保障监
察建议书、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将

“执法与指导”“监管与服务”“处罚与
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虽然对用人单
位的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但
也要指出用人单位存在的问题，责令
用人单位改正违法行为，并结合用人
单位的实际情况，提出遵守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指导性建议，为
用人单位排忧解难。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

海南首个药械创新服务站
在海口高新区揭牌成立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
陈慧玲）10月28日，海南首个药械创新服务站于
海口国家高新区揭牌成立。当天，海南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与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签署药械创新
服务站战略合作协议，加快产品上市及研发成果
转化，推动我省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和创新发展。

据了解，建立药械创新服务站是整合本省生
物医药产业结构、优化药械审评审批资源配置、激
发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旨在结
合本省医药产业园区特色发展需求，将药械审评
审批专业化指导服务前移，进一步提升新形势下
药械监管效能，优化生物医药产品准入环境。

签约揭牌仪式结束后，省药监局联合海口国
家高新区召集园区生物医药企业召开海南省促进
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并按照药品企
业、医疗器械企业、化妆品企业类别进行3个分会
场进行。参会企业分别结合各自实际，针对提高我
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建言献策，从数字
监管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新药开发、药物警戒等方
面提出难题和诉求，省药监局各业务部门现场进行
了回应，研究破解难题的措施，现场办公会务实高
效，企业反响热烈。

海南人保双台风农险定损完成99%

首批赔款灾后4个小时赔付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何方远）本月，受“狮子山”与“圆规”双台风影
响，海南多地农户受灾，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人保财险）全力以赴快速做好风灾
农险的理赔工作。截至10月28日，99%的农险
受损标的已查勘定损完毕，首批赔款灾后仅4个
小时就送达保户手中。

海南人保财险是海南省农业保险共保体的主
承保人，今年根据海南省气象台的预报，认真做好
应对风灾的保险防灾理赔工作。

受双台风的影响，14日上午8时，海南人保
财险接到首批“圆规”农险损失报案共计179件，
估损金额为777.6万元，损失财产涉及香蕉、大棚
瓜菜、森林和橡胶等主要标的，14日下午5时，风
灾报案骤增至1069件，各地上报的估损金额达
5688.4万元，损失报案共涉及12个市县。由于做
好了保险的应急预案，保险的查勘理赔工作有条
不紊推进。

在双台风的理赔工作中，海南人保财险对受
损面积大的涉农企业与农户，采用了无人机协助
进行查勘定损，大大提高了保险查勘定损的工作
效率。据统计，受双台风影响，我省有17个市县
的农险遭受损失，上报保险赔案共计2975笔，已
完成查勘定损的有2948笔，查勘进度为99%已
处理的赔付案件472笔。海南人保财险将加快进
度做好赔款的支付工作，迅速帮助受损企业与农
户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粤港澳商务考察团
海口调研考察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徐步遥 孟丽君）10月27日，
粤港澳企业考察团一行来到海口考
察，并就引进粤港澳地区优势产业项
目落地海口，深度参与自贸港建设进
行交流。

10余家澳门、香港、广东知名企
业代表介绍了各自企业在智能制造、
检验检测、智慧城市、智慧农业、会展、
文化体育等产业领域上的发展情况，
并提出了落地海口的具体诉求。

考察团一行前往海口江东新区、
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观澜
湖园区考察，实地了解了海口市产业
承载条件。接下来，海口投促局将联
动各园区及相关职能部门，与企业密
切联系，推进项目落地。

我省举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论坛

联合华为云发布系列赋能培训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宁隆宇）“企业上云，赋能数字化转型”2021年
海南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论坛10月28日在海
口市举办。

来自全省中小微企业、专精特企业的近百名
企业代表和行业专家现场参与活动，并有多家企
业通过云会议形式参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历史新机遇中，共同分享和探讨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理念与实践，借助数字化的力量提高企业产
能与效率。

会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华为云，以及华
为云数字化合作伙伴共同发布海南省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系列赋能培训，将免费面向全省中小企
业管理者和员工提供数字化管理理论知识和实践
指导，助力加强数字化在企业业务中的应用，实现
业务价值最大化。

据介绍，该培训计划为期一个月，采取线上云
会议直播形式进行，由华为云会议提供技术支
持。华为云与致远互联、金蝶软件、用友网络、来
画科技、帆软软件等合作伙伴，共同带来企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企业管理创新等丰富内容。

论坛由省工信厅主办，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承办，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协办。

本报博鳌10月 28日电 （记者
袁宇）10月 2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管理局获悉，博鳌乐城临床研究中
心日前发布了ESR（电子源数据记
录工具）项目，将通过该项目推动医
院真实世界数据采集、治理与管理
的一体化。

据介绍，ESR项目已于今年6月
在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进行了试
点，证明了其可行性和应用价值。

海南省真实世界数据研究院副
院长姚晨介绍，ESR项目利用自然语
言处理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致力于解
决全生命周期的数据质量和整合多
来源数据，同时遵循临床研究的实施
标准，成为医院真实世界数据采集、
治理与管理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该
项目通过建立医院独立员工平台，电
子化同步、存储所有临床试验涉及的
数据，不仅能够保证患者饮食及医院
的合规性，还能通过共享条件，使得

现有临床实验电子数据采集系统和
其他平台进行对接和传输。

在乐城发布ESR项目的同天，
海南一龄医疗产业有限公司还与杭
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
约，在乐城先行区打造药物临床试
验质量管理规范中心，同时双方将
在临床试验研究体系构建、临床研
究项目运营、人才培训、项目实践培
训、药物临床试验、医疗器械、诊断
试剂、真实世界研究、相关系统搭建

等与临床试验相关的业务方面进行
深度合作。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将通过探索构建高质量
可持续的区域临床试验质量体系，
形成符合国家要求的乐城指导规范
和统一标准，加快促进真实世界证
据的生产与使用，助力更多优质药
械产品通过真实世界研究项目加速
临床开发，推动更多具有前瞻性的
成果落地。

博鳌乐城临床研究中心发布电子源数据记录工具项目

推动医院真实世界数据采集、治理与管理一体化

三亚国际玉米研究中心
落户崖州湾科技城

本报三亚10月28日电（记者黄
媛艳）10月27日，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
种业科技创新十大行动，其中的“国际
种业科技协作行动”中提及将加快三亚
国际玉米研究中心建设。目前该中心
已落户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南繁科技
城，正稳步推进各项筹建工作，旨在打
造种业战略科技力量，抢占国际生物
育种制高点，为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
室建设赋能，助力“南繁硅谷”建设。

结合我国玉米产业发展态势及未
来需求，三亚国际玉米研究中心将着
力构建融合玉米基础研究、技术开发
和应用研究为一体的高水平国际化综
合性研究平台；建设能够不断引进优
良玉米种质资源，拓宽我国玉米遗传
基础的玉米种质资源国际交流中心；
打造热带农业应用技术研究和产业化
的创新联合体，服务三亚及热作地区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的支撑平
台；建设依托世界相关顶尖涉农大学

“A5联盟”和“一带一路”/南南合作优
质资源的国际合作交流及成果转化与
人才培养基地；着力打造新型的由中
国主导的国际研究机构，助力“南繁硅
谷”打造国际玉米种业创新前沿基地
和热带高效特色农业科技创新高地。

本报海口10月 28日讯 （记者
孙慧 通讯员何华洪）10月 28日下
午，在海口市秀英区省人民医院医
教协同项目建设工地上，随着最后
一块底板浇筑完成，省人民医院医
教协同项目临床教学楼10米基坑顺
利冲出正负零节点，工程进入主体
结构全面攻坚阶段，预计可按计划
完成教学楼、宿舍楼两个楼体主体
封顶的年度目标。

省人民医院医教协同项目是我
省首家在医院内建设临床医学院的
改革示范项目。该项目的建设，将直
接推动省人民医院从单一医疗型综
合医院转型为医疗教育复合研究型
医院，实现“新医科”教育改革理念下
医教研融合发展。该项目计划投资
3.7亿元，总建筑面积52654.08平方
米，主要建设临床医学教学楼和学生
宿舍楼单体各一栋，功能包括各类教
室、实验实习用房、教研室、学生宿

舍、学生活动房、设备用房、库房和地
下车库等。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承
担全省近一半的临床实践型医学教
育任务，通过创建基于精准医学技术
的疑难心脑血管病诊疗平台、多模态
分子影像学精准诊断平台、微创无创
精准诊疗平台、全息可视化杂交手术
平台，助推省人民医院优势医学学科
与科研、教育融合发展。

同时，自 2020 年 12月 31日开
工建设以来，该项目严格落实高效
建造理念，密切配合进行工序穿
插。在项目开展基坑支护阶段，项
目施工方将止水帷幕与桩基工程先
后穿插施工，同时局部安排土方开
挖，为后续施工抢得了宝贵的时间
先机，项目学生宿舍楼比计划提前
23天完成结构冲出正负零节点。此
外，该项目是采用装配式建筑建造，
尤其是教学楼，采用装配式钢结构
建造体系，装配率达到了91%，有望

成为海南首个3A标准以上的装配
式建筑项目。

目前，该项目保持5到6天能完

成一层楼建设的进度，教学楼正负零
节点目标已顺利实现，为项目冲刺结
构封顶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省人民医院医教协同项目冲出正负零节点

有望成为海南首个3A标准以上装配式建筑项目

冬春航季海口美兰机场计划
执行国内客运航线152条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曾星欣 陈栋泽）2021年
10月31日至2022年3月26日，中国民
航将执行冬春航季航班计划。10月28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获悉，此次冬春新航季共有33家航空
公司计划每周在美兰机场执行国内客
运航班3730架次，共计划执行国内客
运航线152条，执飞国内航点98个，国
内航线网络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据了解，今年冬春航季海口至国
内多个重点城市的航班将得到进一步
加密，其中，海口至成都航班增加至
10班/天以上（同比增幅超过40%），
同比上个冬春航季将新开菏泽、安顺、
兴义、台州等5个航点，为广大旅客出
行提供更为便捷、便利的飞行体验。

一是用人单位未及时为劳动
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初次违
法；2.违法行为涉及3人以下；3.主
动整改或在行政机关责令（限期）
改正限期内改正

二是用人单位未办理劳动用
工备案手续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 初次
违法；2. 自招用或续订劳动合同
不超过3人，未按规定时间进行劳

动用工备案的；3. 主动整改或在
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限期内
改正

三是用人单位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
名册规定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初次违
法；2.违法行为涉及人数不超过本
单位职工人数10%；3.主动整改或
在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限期
内改正

第二部分
符合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共3种情形

《清单》分为两个部分，主要涉及劳动合同、就业管理、人力资源市场、劳动保障监察等方面

一是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提供虚
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 初次提
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
告的；2. 违法行为涉及 3 人以下；3.
未造成危害后果；4. 主动整改或在
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限期内
改正

二是用人单位招用无合法身份
证件的人员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违法行为

涉及3人以下；2.检查之日起前十二
个月内无违反同一法律规定的查处
记录；3. 未造成危害后果；4. 主动整
改或在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限
期内改正

三是职业中介机构未明示人力
资源服务许可证、监督电话的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职业中介
机构未在服务场所明示职业中介许
可证、监督电话其中1项的；2.未造成
危害后果；3.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限期内改正
四是职业介绍机构未建立服务

台账，或虽建立服务台账但未记录服
务对象、服务过程、服务结果和收费
情况的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初次未建
立服务台账；或虽建立服务台账但未
记录服务对象、服务过程、服务结果
和收费情况其中1项的；2.未造成危
害后果；3.主动整改或在行政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限期内改正

第一部分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共4种情形

制
图/

杨
千
懿

海口秀英区积极推进审批重心前移。从10月28日起，增加授权25项政务服务事项受理办理职责至政务
大厅窗口，在原有的84项即办事项的基础上，实现了109项政务服务事项即来即办。图为10月28日，海口市
秀英区政府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为群众办件。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政务服务事项
即来即办

海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勇
一审被判无期

新华社南宁10月28日电 10月28日上午，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
判海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王勇受贿一案，
对被告人王勇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王勇受贿犯
罪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王勇
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4年，被告人王勇
利用担任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书记，海南省交通
厅党组书记、厅长，中共三亚市委副书记、三亚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市长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审批、土地性质变
更、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
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9047.2259万元。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勇的行
为依法构成受贿罪。王勇受贿数额特别巨大，鉴
于其到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
贿犯罪事实，如实供述其他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
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10月28日，省人民医院医教协同项目进入主体结构全面攻坚阶段，图为
工人在作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