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1年12月10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梁君穷 美编：张昕 检校：李彪 陈伊蕾A03 综合

■■■■■ ■■■■■ ■■■■■

本报牙叉12月9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李刚 符妙瑾）“有了这5
万元贷款，接下来我们家发展养鸡与
橡胶林下种植产业的本钱更足了！”
12月8日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
与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在牙叉
镇对俄村签订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暨党建共建促整村授信合作协议，
此次获得授信金额为5万元的村民
符丽敏在谈及自家的产业发展计划

时显得信心十足。
按照合作协议，双方将继续加强

合作，围绕信贷资源投入、乡村产业
发展、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深化合
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
续推进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据悉，
为破解农户因信用信息缺失，抵押品
不足，信贷操作不便，无法贷款、缺资
金的难题，为农户增收致富提供资金
保障，享受更便捷的金融服务，海南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所辖的白沙农
商银行以对俄村为试点开展整村授
信工作。经核查，全村共有163户，
经初审与复审已有147户符合贷款
条件，最终确认该村预授信额度总计
为530万元；接下来，将安排专员负
责签约具体事宜，而上述农户在授信
后即可用款发展产业。

对俄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秦禧介绍，近年来，对

俄村通过发展橡胶、槟榔、益智、五
指毛桃等种植产业，助农持续增收；
接下来，驻村干部也将协同村“两
委”监督委员会共同监督监管此次
授信使用的方式与方向，务实帮扶
村民积极发展特色产业，提速乡村
振兴的步伐。

当天，白沙县委、县政府以及对
俄村各级帮扶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
签约与爱心消费助农活动。

白沙与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在对俄村签订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协议

整村授信激发产业发展活力

12月8日，海口江东新区高品质饮用水厂（以
下简称江东高品质饮用水厂）项目工地上，项目部
所有部门全部到位，所有人都在等待。

23：58，一声令下，4辆泵车同时启动，混凝土
从泵车的长臂中倾泻而下，源源不断地流进钢筋
之间。17.5小时后，江东高品质饮用水厂的第一
块主体结构底板完成混凝土浇筑。据悉，该项目
按照“比学赶超”活动要求，精准发力赶进度，争分
夺秒抢工期。环节看似常规，操作起来实则难之
又难。

第一难在于寻找泵车。
相邻的西边工地开工，占用了2条道路，项目

部只剩下3条路可用，严重挤压了泵车的驻位点，
原计划的76米长泵车无法进入最里头作业。

要继续推进，就要求变。项目部遍寻全省，
最终租到了全省唯一一台82米长的泵车。开工
时，4辆不同长度的泵车分守不同区域，长短结
合，充分利用每一块可作业面，尽量保证进度。

第二难在于保障交通。
主体结构底板浇筑混凝土的17.5个小时里，

其他工序不能停下。但是由于只剩下3条道路，而
最核心的那条路又被4辆泵车横在当中，其余车辆
很难高效通行。

“作业高峰期，各类车辆加起来超过160辆，
如果不好好规划，这里的交通就会瘫痪。”双手左
右一拢，项目总工程师王小磊划出了全部作业面。

怎么办？只能让土方车和罐车错峰施工——
项目部在主体结构施工期间，安排16辆小型挖土
机在4个角撑倒退式开挖、堆存。这种小挖土机被
项目部戏称为“挖耳勺”，虽然开挖量不大，但胜在
灵活，在主体结构浇筑期间，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
对土方施工的影响，把有限的道路空间留给更关
键、更重要的工序。

第三难，难在保证效率。
如何保障泵车一直处于最佳状态、保证效

率？除了保障常规的人、物、车之外，项目部还专
门安排了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根据现场情况调度
混凝土供应方量，项目部称之为“掐方”。

生产调度负责人吕凤交就是这个“掐方”的
人。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主体结构底板分4层浇
筑，每层大约30厘米厚，他要根据浇筑面积和厚
度来实时测算混凝土用量，保证混凝土的量刚刚
好，“不能多，多了造成成本浪费；不能少，少了就
要多拉几趟，影响效率。”

所有环节都全力以赴。9日下午，夕阳西下，
最后1立方米混凝土落下，江东高品质饮用水厂的
第一块主体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俯瞰海口，热火朝天的不止这一处。在夕阳
的方向，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的美安污水处理厂（一
期）项目也正在充分“比学赶超”，快马加鞭地调试
设备，月底就将通水试运行。

“集团目前约有20个水务项目在建，所有项
目都掀起了‘比学赶超’热潮，在‘比学赶超’中互
促共进。”海口市水务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12月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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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9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夏剑波 曲易伸）12月9
日，海南省数字人民币签约缴税业务
启动仪式在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龙
华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举行。国家
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中国人民银
行海口中心支行，海南省工行、农行、
建行、中行、交行和邮储银行等机构
代表出席仪式。

仪式现场，数名企业代表当场
体验了数字人民币签约缴税业务。

“今天我只用了两分钟，就完成了三
方协议的签订和缴款，第一次使用
数字人民币缴费，能清晰地看到缴
费钱款、余额，缴费速度很快。而且

数字人民币相对其他电子货币更安
全、便捷，隐私性更好。”浙商中拓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
莉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海南省税务
局协同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以试点数字人民币为契机，从政府收
入端入手，主动谋划、先行先试，探索
创新重构电子缴税业务流程支持数
字人民币扣缴税费，在工、农、中、建、
交、邮储等六家国有银行总行的支持
下，两个月内实现了数字人民币签约
缴税服务。目前，该业务已在海口、
儋州、琼海等7个市县试点落地，截
至12月9日上午，全省已成功签订数

字人民币钱包三方协议27份，成功
缴款9笔。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相
关负责人介绍，人民币数字化是信息
技术发展的产物，是未来的趋势。支
持数字人民币缴税既拓展了纳税人
缴纳税费的途径，有利于进一步改善
营商环境，也是落实海南省委省政府
关于金融业“十四五”规划的一个重
要举措。

据介绍，海南省税务局在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便民办税新模式
等方面持续发力，会同中国人民银行
海口中心支行等金融机构，实现了数
字人民币钱包签订三方委托缴款协

议和协议扣款，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
了缴纳税费新途径，海南办税便利度
将再次大幅提升。

海南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刘
磊表示，海南试点数字人民币，积极
探索数字人民币钱包签订三方协议
缴税，是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
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的成
果转化，是海南税务打造智慧税务、
推动以“数”控税的创新举措，同时也
是全省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的重大
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数字人民币应
用场景，对于推进海南数字经济转
型，打造自贸港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
具有重大意义。

《跟着非遗看海南》系列专题片
登上“学习强国”总平台

展现海南非遗魅力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

者 林芳羽）近日，“学习强国”海南学
习平台联合新海南客户端、海南省非
遗保护中心特别策划推出《跟着非遗
看海南》系列专题片，并被“学习强国”
总平台推送到首屏显著位置。专题片
以视听记录技艺、以影像传承文化，内容
涵盖琼剧、海南沉香造香技艺、海南八音
器乐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截至
12月8日，海南学习平台已上线19期
专题片，全网播放量已超100万人次。

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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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下午，江东高品质饮用水厂的第
一块主体结构底板浇筑完成。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跟着非遗看海南》系列专题片
宣传海报

数字人民币签约缴税业务在海南落地
拓展缴纳税费新途径

◀上接A01版
甫一上映就轰动海内外，成为琼剧艺术的一座高峰。

历时一年有余打磨，方有今日《红叶题诗》。
省琼剧院综合整理多版剧本，加强乐队编配，通过
演员现场调度、舞美灯光突出舞台效果，力争为海
南戏迷铺陈出一部既新鲜又传统、符合现代审美
的琼剧经典。

“重门深锁幕帘垂，画堂春晓燕双飞……”幕帘
启，舞台上的女声轻轻缓缓吟唱，只见一名大家闺秀
倚窗静思，将一份欲说还羞的少女心事娓娓道来。
11月26日，符传杰和林川媚这“两朵梅花”担纲主演
的《红叶题诗》首次重现舞台，海南戏院座无虚席，新
老戏迷共同见证这一经典剧目重回大众视野。

复排复演的《红叶题诗》好评如潮，一时间一
票难求。“一定要带妈妈去看”“复排传统琼剧，意
义很大”“希望能有更多演出”……网友们在海南
省琼剧院微信公众号下留言不断。

为进一步回馈广大戏迷，12月9日，《红叶题
诗》再次上演。当天晚上8时不到，海南戏院门外
已经排起小长龙，不少戏迷特地从定安、澄迈等地
赶来观看。演出时，场下观众无不被剧中人的爱
情深深感动。在经典唱段，戏迷朋友还会不经意
间跟上剧情，轻哼几句，精彩的段落不时赢得阵阵
掌声。“经典的旋律瞬间唤起数十年前的记忆，百
转千回，让人久久无法出戏。”观众曹曙沉浸其中，
尽情品味琼剧艺术风采。

老戏新唱韵味长

◀上接A01版
4.居民和企业不配合开展疫情防控相关的消

毒工作；拒绝配合疾控和公安部门开展的疫情流行
病学调查工作。根据情节，可处以警告、罚款、拘
留；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
的，以寻衅滋事罪、妨碍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5.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医疗救护人员、疫情
防疫人员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采取的疫情防
控措施。根据情节，可处警告、罚款、拘留；情节严
重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6.殴打、侮辱、威胁医务人员及服务保障人
员，扰乱医疗机构及隔离观察点正常秩序。根据
情节，可处警告、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以涉嫌
侮辱罪、寻衅滋事罪、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7.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
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
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
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在各类场所中发现的健康码
为黄码、红码的人员，不按照规定在原地等候处置，
遵守隔离医学观察或者居家健康监测规定。根据
情节，可处以警告、罚款、拘留；引起新冠肺炎传播
或者有传播危险的，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8.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期间违规接触其他人员，
或者隔离结束后，不按照规范严格居家健康监测，非
必要进行外出活动；疫情防控期间，违反规定组织、参
加打麻将、打牌、餐饮、娱乐等聚集活动；具有发热、干
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
痛和腹泻等症状的人员，未按疫情防控要求，到发热
门诊就医。根据情节，可处警告、罚款、拘留；引起新
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的，以妨碍传染病防治
罪、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9.故意编造、传播疫情有关的谣言、谎报疫
情、警情。根据情节，可处警告、罚款、拘留；情节
严重的，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或编
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

10.故意泄露、传播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个人隐私。根据情节，
可处警告、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以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11.违反疫情防控规定，药店或者个人等违规
售卖感冒发热药品；违反疫情防控规定，进口、销
售、购买进口冷链食品。根据情节，可处警告、罚
款、拘留；引起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的，
以妨碍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12.在疫情防控期间，囤积居奇，哄抬疫情防
控急需的用品、药品或涉及民生的物品。根据情
节，可处警告、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
营罪定罪处罚。

13.新冠肺炎疫情监测中，不严格按规定对特
定人群及环境开展核酸检测的属地责任部门，与拒
不配合被检测的人员和机构。对属地责任部门的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按
照党纪政纪给予处理；情节严重的，以滥用职权罪、
玩忽职守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定罪处罚。对被检
测的人员和机构，根据情节，可责令停产停业，暂扣
或者吊销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并处罚款；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14.有关单位未按规定采取预防措施、及时消
除已发现的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隐患、开展应急
救援工作。根据情节，可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
吊销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并处罚款；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15.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国家工作人
员未及时履行职责或未采取有效疫情防控措施。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导致传
染病传播或者流行，情节严重的，以传染病防治失
职罪定罪处罚。同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按照党纪政纪给予处理。

依法严惩15种
违反疫情防控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