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新时代海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本报今起开设《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看变化》专栏，刊发来自我省民族地区基层一线的典型报道，以反映我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人民群
众在党的领导下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新生活。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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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过去5年，囿于种种“堵点”，只办
成了1个项目审批；今年，“堵点”打
通，3个月就办成了22个项目审批。
近期，海口市林业局借助“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契机，在为林业生
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审批
方面进行了一场大胆革新。

按照规定，在林业生产经营过程
中，如果需要修筑直接服务于林业生
产的工程设施，不管是管护用房，还是
林业科普宣教设施，经营单位或个人
都需要依法申报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根据原先政策，报批痛点颇多：一是其
主要服务对象为大型的林业企业、国

有林场等，个体林农和小企业基本只
能申请办理临时使用林地手续；二是
申请办理该事项须提交项目使用林地
可行性报告，编制可行性报告最低也
要6.5万元，而且临时使用林地的行
政许可只有2年使用期限，到期必须
重新申请。

海南省岭脚热带作物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岭脚公司）久苦于此。

岭脚公司位于海口琼山区云龙
镇，大棚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因建
设在林地里，必须要办生产用房审批，
每两年就要花10多万元。

不仅如此，就算企业、林农愿意花
钱，却依然面临申请材料多、审批期限
长的难题。

岭脚公司之“痛”，其他同样性质
的公司和个体也颇有感触。

位于云龙镇的海口杜博花卉专业
合作社从事花卉经营。相关负责人陈
九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花卉树苗娇
贵，在生长过程中需要人时时照料，

“如果苗圃旁边没有管护用房，工人想
要短暂休息都无处休息，而管护用房
同样需要报批。”

种种“堵点”打击了部分林农及企
业的生产积极性，也与海口林业经济
的发展不匹配。顽疾何以破解？

破除审批范围限制是根本。
海口市林业局审批办主任邱圣锋

介绍，2020年7月1日起实施的新《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十二条规
定：在林地上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经
营服务的工程设施，符合国家有关部
门规定的标准的，可以办理直接使用

林地手续。“根据这些相关规定，我们
全面梳理了该事项的受理范围及标
准，将受理范围拓宽到林业企业、林农
个体。”邱圣锋说。

与此同时，海口市林业局将申
请材料从10项精简到4项，审批时
限从 20 个工作日缩短到 3 个工作
日，办理环节缩减到4个。其中，建
设项目直接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等
有关申请材料的取消，还为企业和
林农节省了办理成本。“按编制项目
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最低收费计
算，申请环节至少降低了6.5万元以
上的办理成本。”海口市林业局副局
长钱军介绍。

在海口市林业局的指导下，琼
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将包括海口
杜博花卉专业合作社成员在内的39
户林农打包为一个项目，成功为其

办理了审批手续。不但苗圃里的47
处管护用房及7条配套道路有了保
障，林农们还节省了将近40万元的
费用。

岭脚公司也受益于此。“现在申
请流程不仅简单，还节省了大笔费
用。”近日，岭脚公司发展规划部经
理詹达轩拿着刚刚办好的证件对记
者说。

大胆革新的另一面是严把关口。
钱军介绍，在破解林业生产经营

所需工程设施占用林地审批的难题，
为林业生产经营从业人员提供便利之
余，该局还结合林长制的实施，完善了
海口市森林资源管护机制集成创新，
从源头防控涉林违法行为，形成良性
闭环，产生引导群众合法依规用林的
良好社会效应。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

海口市林业局大胆革新，破解林地审批难题

从1到22的背后故事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邢海平站不直也坐不下，他最舒
服的姿势是平躺。但是，每天他都会
坚持站起来。

11月17日上午8时，在乐东黎族
自治县大安镇西黎村，海南日报记者
见到邢海平时，他和妻子王翠娟正打
算开三轮车去自家鸡棚运砂。只见他
斜靠三轮车边沿，身体僵直悬在车外，
勉强“坐”下来。

看他几乎悬在车外，记者担心他
摔下来。“习惯就好了。”邢海平说，虽
然自己身体残疾，但他从不认命。

邢海平是养鸡专业户。在村外的
橡胶林里，他家有两个鸡棚。为了给
新鸡苗“腾窝”，当天他们要把前两堆
砂子运到鸡棚里敲碎抹平。

在鸡棚里，邢海平一边用铁钯把泥
沙敲碎抹平，一边向记者说起他的故事。

邢海平出生于 1976 年。14 岁
时，一场高烧后，他开始浑身关节疼

痛，医生说是内风湿。16岁这一年，
由于病痛加剧，导致他此后3年卧床
不起。“我要站起来，我一定能站起
来。”邢海平说，这3年里，他一直暗示
自己不要放弃。

19岁时，邢海平开始尝试下床走
路，从一开始依赖拐杖再到逐步扔掉
拐杖，他用了5年时间。“这5年里，我
每天都会摔倒几次，但我每次都坚持
自己站起来。”邢海平说。

扔掉拐杖后，邢海平来到海口，在
一家工艺品厂从事彩绘工作。虽然工
资微薄，但他每天都会工作十几个小
时。他身上那股不服输不认命的劲

儿，感动了同事王翠娟。两人结婚有
孩子后，回到了西黎村。

“为了谋生，我从事过很多职业。”
邢海平说，他学过理发，养过豪猪，种
过香蕉……

2018年，镇政府引入一家养殖
公司到西黎村带动贫困户养鸡。邢
海平积极报名，政府给他建了两个
鸡棚。

“每天早上6点，我给鸡喂第一次
饲料；每天晚上12点，我给鸡喂最后
一次水。”邢海平说，虽然累，但他很高
兴，自己终于找到翻身路子并顺利脱
贫，“第一批养了5700只鸡，增收3万

多元。”
“我这个病，后来医生诊断是强

直性脊柱炎。”邢海平说，人不怕穷，
不怕身体的病痛，就怕没有改变穷
苦的志气。如今他坚持养鸡，还种
槟榔。

西黎村家家户户都有粮仓，一
般农户家有20多包稻谷，邢海平家
却有 40多包稻谷。“邢海平有苦干
精神，夫妻俩虽然残疾，但他们不甘
人后，事事争先。”西黎村支部书记
邢子佳说，去年邢海平还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

（本报抱由11月22日电）

乐东黎族自治县西黎村村民邢海平：

身残志坚不言弃 挺起腰杆奔小康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各中小学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形式多样的课后服务增强了孩子们的体质，拓
宽了孩子们的视野，为校园增添了活力。图为11月18日下午，保亭思源实验学校（小学部）学生们在排队学习打乒乓球。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王谋权 滕仁飞）海南日
报记者11月22日从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二期项目指挥部获悉，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飞行区西垂滑工
程于22日顺利通过行业验收。此次
行业验收的顺利通过，标志着美兰机
场二期向全面投入运营使用的目标大
步迈进，为美兰二期实现2021年全面
投运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兰二期飞行区西垂滑工程行
业验收由民航中南局、民航海南监管
局组织，联合建设、设计、监理、施工、

检测等18家单位成立验收领导小组
及下设3个专业验收组，共同对飞行
区西垂滑工程、F类登机桥、航站楼四
层头等高舱安检及弱电设备等专业
项目进行现场验收。受民航中南局
委托，民航海南监管局对本次验收形
式、验收程序、执行标准等全程进行
现场监督。

行业验收委员会对本次验收内
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和论证，
对工程行业验收结论进行了深入讨
论和交流。经归纳梳理，形成了一致
验收意见：本次提交行业验收的建设

内容已按照初步设计批复建成，基本
符合民航规章标准，满足使用功能要
求，档案整理符合民航有关标准，同
意通过行业验收。

此次行业验收是飞行区工程竣
工验收后组织的又一次系统、全面性
的行业验收，标志着美兰二期飞行区
已完全具备投运使用条件。

据介绍，美兰二期扩建飞行区
工程2016年 9月开工建设，工程投
资约25.9亿，主要包括场道工程、助
航灯光工程、围界及监控系统工程、
附属单体工程，其中新建飞行区等

级指标为4F，新建一条长3600米的
跑道、2条平行滑行道，相应的快速
出口滑行道及联络滑行道，以及各
类站坪等。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大标志
性节点工程，美兰机场二期以自贸港
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为目标，
高标准、高质量打造“平安、绿色、智
慧、人文”四型机场。美兰二期力争
2021年底全面通航投运，预计2025
年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500万人次、
年货邮吞吐量40万吨的标准，实现海
南自贸港与全球的高效连接。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飞行区西垂滑工程通过行业验收

飞行区已完全具备投运使用条件

万宁将发放
500万元电子消费券

本报万城11月22日电（记者张惠宁）岁末
年关，万宁市政府决定发放价值500万元额度的
通用电子消费券，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的作
用，力促消费。12月10日18时起至12日，消费
者可通过“万宁市商务”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消
费券”抢券，在万宁消费时，便可获得“真金白银”
的消费实惠。

“电子消费券就相当于人民币。”11 月 22
日，万宁市商务局办公室主任马绍文向海南日
报记者说，为了提振消费信心，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万宁市政府决定发放价值500万元的电子
消费券。目前正面向在万宁注册的全市企业开
放报名参加活动，本次消费券活动围绕批发、零
售、餐饮、住宿等领域投放，惠及餐饮、住宿、商
场、超市、百货、家居、生鲜果蔬、家电，手机等
行业。万宁商家只要填写报名审批表和签商户
促消费经营承诺书就可以报名参加市政府促消
费活动。

“电子消费券共设置20元、40元、100元、
200元、500元和2000元六种通用电子消费券，
消费者用这些消费券在全市参加活动的企业经营
场所消费时，可获得核销使用。”马绍文告诉记者，
目前商家报名十分踊跃。报名时间截止后，将由
万宁市商务局和市统计局审核，并公布参与活动
的企业名单。

定安持续打击
违反禁塑法律法规行为

本报定城11月22日电（记者叶媛媛）11月
2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获
悉，自我省“禁塑令”正式实施起，定安各部门通力
配合持续开展执法检查行动，对违反禁塑法律法
规的行为坚决予以打击。

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日前在定城镇经贸路开展的一次行动中，执法
人员在一家商行发现，其一楼靠后的货架上、二
楼的储藏间中，均藏有塑料杯、高温奶茶杯、塑
料吸管、塑料袋等多类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执法人员当场对发现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进行扣押，随后予以立案调查。在证实
该商行储存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违法事
实后，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该商行处以罚
金1.1万元。

据了解，自去年我省“禁塑令”正式实施起，定
安多部门统筹协调，对辖区范围内的商铺、农贸市
场等持续性开展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使用情况执法
检查，对违反禁塑法律法规的行为坚决予以打击，
推动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进一步落地。截至目
前，定安县禁塑类案件已经立案149宗，结案149
宗，共缴获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3174公斤，
罚款25.225万元。

海南炼化2号硫回收装置
实现二氧化硫“近零排放”

本报洋浦11月22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王梦璐 陈贤德）海南日报
记者11月22日从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
工有限公司获悉，近日该公司2号硫回
收装置烟气排放二氧化硫实时数据达
到0.01mg/m3，实现了“近零排放”。

据悉，海南炼化投资2.26亿元新建
投产了2号硫回收装置，使两套硫回收
装置的安全平稳生产和装置停工检修
等方面更具操作弹性，为公司乙烯项目
投产和炼油改扩建消除后顾之忧。同
事，项目采用了“二级克劳斯+后碱
洗”等多项先进工艺，在满足环保要求
的基础上，操作弹性大，抗事故能力
强，且硫回收率相对较高。

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名单公布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入选
本报讯 （记者赵优 实习生陈梦馨）日前，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名单，海昌海洋公园旗下项目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成为海南省唯一
入选景区。

为促进夜间文化和旅游经济发展，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文化和旅游
部最终确定了包括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大街等120
个项目在内的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并要求各地文旅部门统筹推动本地区集
聚区建设工作，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指导集聚
区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丰富
文化和旅游业态，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完善公共
服务，加强品牌建设，规范文化和旅游市场秩序，
营造良好消费氛围。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作为海昌海洋公
园匠心打造的沉浸式海洋主题文娱综合体，自
2019年 1月开门迎客以来，累计接待游客量近
400万人次。该景区紧跟“夜间经济”快车道，围
绕夜游、夜食、夜秀、夜购四大核心业态，进一步
丰富游乐产品和游客互动体验，完善提升游客体
验满意度。

“双减”落地
孩子成长更快乐

澄迈举办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艺术展演

助力“双减”落地
成就“七彩”童年

本报讯（记者高懿 通讯员周敏）
11月20日晚，由澄迈县教育局主办，澄
迈县社区教育学院承办的2021年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周系列活动——“助力

‘双减’落地 成就七彩童年”2021年澄
迈县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艺术展演
专场在金江镇千秋城市广场举行。

据了解，自“双减”政策出台后，
澄迈积极推进“双减”工作的落实，
坚持素质教育，多举措提升校内教
育教学质量，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治
理，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截至目前，
全县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37家，截
至目前，注销5家，暂停营业11家，
压减率为43.24%。此外，澄迈有49
所应开展课后服务学校都制定了相
关方案，并开展了课后服务，开展课
后服务率达100%，做到应开尽开，
全面覆盖。

据悉，今年暑期，为有效减轻家
长负担，引导帮助学生度过一个安
全、快乐而有意义的假期，澄迈将县
社区教育学院、青少年活动中心确定
为第一批暑期托管服务实施单位，依
托社区教育的特色教育资源，开展礼
仪、篮球、高尔夫、国画、书法等各类
特色素质拓展服务，进一步增强教育
服务能力，满足家长的需求，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

琼海六所中学
学生宿舍维修工程竣工

本报讯（记者袁宇 通讯员刘云鹏）11月19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教育局获悉，该市今年
对嘉积第二中学等六所中学的学生宿舍进行了改
造施工，目前这六所中学学生宿舍维修工程均已
竣工验收并交付各学校使用。

改造后的宿舍重新粉刷了墙壁、墙裙，地面
贴铺了瓷砖、增加了卫浴设备，住宿环境得到较
大改善。为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改造所用建材均
为环保材料，并完成甲醛等有害物质检测，结果
均为合格。

琼海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学生
宿舍维修改造资金来自省级公办普通中小学学
生宿舍维修改造资金和市教育局教育附加资
金，共计划投入569.66万元，主要对嘉积第二中
学、嘉积第三中学、长坡中学、万泉中学、大路中
学及王文明中学等六所学校学生宿舍进行维修
改造。

该项目旨在改善学生住宿条件，营造良好、舒
适、温馨的育人环境。

“双减”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