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事规则：个人赛按起步、攀树及至触拍计时按铃所用时间来计成绩，用时最少的选手为优
胜者；接力赛按3名接棒选手完成比赛的接续用时计成绩，用时最少的队伍为优胜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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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举办专家和优秀人才
专题培训班

本报海口12月23日讯（记者李梦瑶）为打
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12月22日，2021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专家和
优秀人才国情研修专题培训班在海口开班，该县
27名专家和优秀人才参训。

培训班将专题教学、现场教学和分组讨论等
多种培训形式融为一体，教学内容包括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解读等，
旨在充分发挥党组织凝聚人才的作用，加强对专
家人才的政治引领，帮助专家人才进一步增进对
国情、党情的认识和了解。

本次培训由琼中县委组织部主办，海南日报
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海口市公安局为民警辅警
配发警用急救盒

本报海口12月23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陈烽）12月 22日下午，海口市公安局在海口
举办仪式，向全局40岁以上的民警、辅警（40岁
以下按需申领）发放警用急救盒。急救盒内含硝
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等急救药品，可用于高血
压、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的紧急
救助。

下一步，海口警方还将通过举办健康讲座等
方式，就警用急救盒的适用症和使用方法进行培
训，做到人人会用，确保紧急时刻能够自救，有需
要时救助群众。

本报三亚12月23日电（记者徐
慧玲）12月 23日，2021年攀椰竞速
全国邀请赛暨裁判员教练员培训班
活动在三亚落幕。来自河北、河南、
湖北、湖南、江西、贵州、海南等7个
省份的近50名运动员参赛。经过2
天的激烈角逐，海南省代表队最终包
揽男子个人赛和女子个人赛一等奖，
贵州省代表队包揽男子接力赛和女
子接力赛一等奖。

根据攀椰竞速赛事规则，个人
赛按起步、攀树及至触拍计时按铃
所用时间来计成绩，用时最少的选
手为优胜者；接力赛按 3名接棒选
手完成比赛的接续用时计成绩，用
时最少的队伍为优胜队伍。比赛现
场，选手们身手矫健、奋力攀爬，充
分展现了力争上游、全力拼搏的体

育精神。
“这是我第二次来海南参赛，与上

届赛事相比，本届比赛在竞赛设施、设
备，赛事规则以及安全防护等方面进
行了升级完善，感觉更专业。”贵州省
代表队队员罗添娣说。

贵州省代表队队员马友双在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赛事
竞争非常激烈，同时也为运动健儿提
供了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期待明年
再次到海南参赛。

海南本土选手罗军以8秒939的
成绩获得男子个人赛一等奖，符诗军
以17秒83的成绩拿下女子个人赛一
等奖。作为一名赛事经验丰富的老
将，罗军坦言，攀椰竞速十分考验运动
员的攀爬技巧、体能耐力和核心力
量。赛前，他保持一定强度的力量训

练，在此次赛事中也发挥出了自己的
正常水平。

据介绍，2008 年起，攀椰竞速
被列为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
月三”的体育比赛项目，2010 年被
列为海南省民族运动会正式比赛项
目。目前，该项目正积极申请列为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
项目。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海南民族
地区公共体育设施基本完善，民族
体育竞赛项目受到大众喜爱和自觉
推广，竞技水平大幅提升，一批符
合体育运动科学规律的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获挖掘整理和创新发展。经
过多年“三月三”活动、全省运动
会、全省民族运动会的发展，攀椰

竞速项目已积累丰富的竞赛经验，
人才队伍持续增强，竞赛规则日益
完善。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
委员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主办，三亚市人民政府协办。

2021年攀椰竞速全国邀请赛在三亚落幕

海南代表队包揽男女个人赛一等奖

本报营根12月23日电（记者王黎刚）
12月23日下午，海南省女子足球队成立暨中
国足球协会女足青训中心（琼中）揭牌仪式在
琼中举行。这支队伍的成立，填补了海南没
有女子成年足球队的空白。明年，该队将参
加全国女子足球甲级联赛。

海南省女子足球队将选调全省优秀适龄
注册女子球员，同时面向全国招生选才，引进优
秀女足运动员等。海南省女子足球队总教练由
肖山兼任，主教练由U16国家女足原主教练陈
婉婷担任。技术委员会由中国女足原主教练马
良行、省足球协会主席吕建海和省足球协会副
主席韦海英组成。

“海南省女子足球队成立后，将代表海南
出战下一届全运会，努力争金夺银。同时，球
队将不断完善梯队建设，为海南和中国足球
输送更多优秀人才。”肖山介绍，海南省女子
足球队以琼中女足为班底。目前，琼中女足
已经建立U17、U13、U10、U8、U7、幼儿园等
6个年龄段的梯队，培养出一批优秀运动
员。琼中女足6名队员入选国家青少年女子
足球集训队，其中4名队员加入U15及U16
国家女子足球队。

挂牌仪式结束后，海南省女子足球队在
2021年“琼沪杯”女足邀请赛上，0：2不敌
上海绿地申花上体女子足球队。

海南省女子足球队成立
明年将参加全国女子足球甲级联赛

海口将公开拍卖
部分黑社会组织涉案财产

本报海口12月23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袁文豪）12月2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
安局获悉，近期该局将委托拍卖公司在网络电子
竞价平台上，对被法院判处没收的陈恒贵、王绍章
等黑社会组织涉案财产进行分批次公开拍卖。

据了解，2021年12月30日10时至2021年
12月31日10时止（延时除外），将拍卖梅赛德斯奔
驰汽车（车牌琼ACU899，评估价433964元）及起
亚汽车（车牌琼AHZ888，评估价24746元）各一
辆，1元起拍，保证金分别为4.5万元、3000元。

2022年1月7日10时至2022年1月8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则将拍卖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
路 25 号一商铺，面积 133.02 平方米，评估价
2794085元，起拍价1元，保证金286120元。

有意向者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
信公众号，操作进入电子竞价会页面；可直接打开
京东首页，搜索“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入页面查
看拍卖信息；在“京东拍卖”首页点开“海口市警方
罚没资产处置专场”进入相关页面。

白沙纪委监委
聘任15名社会监督员
监督公职人员脱岗等现象

本报牙叉12月23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
员唐海强 李莹）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
聘任15名社会监督员，旨在充分发挥民主监督、
社会监督作用，切实推动全县各级党员干部工作
作风转变。

据悉，社会监督员的职责包括对所有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遵纪守法、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监
督，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了解和反
映白沙所有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上班期间到茶馆
喝茶、打麻将、脱岗等现象，对工作作风不实、不作
为、大操大办红白事、铺张浪费等违纪违法行为进
行检举等。

白沙纪委监委负责人要求，社会监督员要敢
于担起责任，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员的监督职能作
用，要加强学习“能”监督，要实事求是“会”监督，
要讲究方法“善”监督，要公正廉明“敢”监督，助推
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本报海口12月23日讯（记者赵
优）12月21日，2021海南旅投杯文旅
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评审会在海口举
办，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全国各地的
229个参赛项目中共有18个项目晋
级决赛。

本次大赛由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联合南开大学现代旅游业发
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举办，

以“创新创业庆祝建党百年 招商引才
助力文旅腾飞”为主题。本次大赛关
注度极高，自9月1日启动征集，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旅游院系及相
关专业的教师、在校生个人或团队以
及各类专业文旅企业、旅游达人、自媒
体经营者、热心文旅创新创业人士等
报名参赛。

初赛评审环节，由9位来自产业

投资基金、高校及文旅与康养领域
的专家代表组成专家评审团，对参
赛项目核心团队、创新性、市场前
景、落地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审，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优质项目进
入决赛。

大赛组委会介绍，本次大赛决赛
将于12月 29日上午在海南省旅游
投资创新孵化基地举行，专家评审团

将通过项目路演，遴选出5名“卓越
项目奖”及5名“产业新星奖”。当天
下午还将举办颁奖典礼暨优秀项目
展，届时，将为大赛优胜者颁发奖项
及海南省旅游投资创新孵化基地相
关证书。

据了解，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已构建起景区度假区、旅游交
通、酒店运营、旅游商业、文体娱乐、

海洋旅游、旅游金融、大健康旅游等
丰富产业资源和业务合作场景。作
为本次大赛的一大亮点，海南省旅游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旗下基金管理
公司将为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型项
目提供投融资资金支持及全方位产
业金融对接平台。协助参赛项目争
取产业扶持资金、提供管理咨询和导
师培训等创业服务。

2021海南旅投杯文旅创新创业大赛初赛结果出炉

18个项目晋级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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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2021年攀椰竞速全国邀请赛中，海南代表队队员在进行比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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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季度的“制度创新”体验专题
中，体验师吴琼孙体会尤为深刻，“原先知
道税务局有很多制度创新，工作中有些没
涉及过。比如说退税在以往印象里是很
慢的，但是体验过后，发现现在只要一两
天就能到账，真是超出了我的意料。”

海口市税务局坚持问题导向，大力推进
制度创新，至2021年底，已经推出“无税不
申报”、增值税发票申领“白名单”制度、“承
诺制”容缺办理和税库联动退库新机制等多
项制度创新举措。其中，“白名单”制度实现
了免检用票、即时办结，税库联动退库新机

制使得平均退库时限压缩至1.32个工作日。
“体验师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意见建

议，令我们意外的是，体验师还主动反馈
了我们服务举措的亮点，表述他们对我们
的认可。”该局纳税服务科科长高翔说。

下一步，海口市税务局将继续聚焦纳
税人缴费人需求，在强化品牌建设、注重队
伍建设、优化体验主题、提升效能产出等方
面下功夫，持续擦亮“纳税服务体验师”这
块金字招牌，推动纳税服务优化升级，打造
海南自贸港一流税收营商环境。

（撰文/文振 许秀楠）

海口市税务局全年共收集纳税服务体验师意见建议42条

纳税服务体验师助力纳税服务提档升级
“很高兴，今年作为海口市首批纳税服务体验师之一，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咱们税务局的工作质效，给我带来了十几年会计生涯从未有过的全新体验。”在近日

举办的纳税服务体验师年度交流会上，海口市税务局2021年纳税服务“年度体验师”杨羽发表自己的获奖感言。
为响应“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号召，今年年初，海口市税务局开展了一项全新的纳税人需求征集活动——纳税服务体验师活动。100

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体验师围绕不同主题，带着主动发现问题的视角，体验特定的税务服务举措，并借助专门的“纳税服务体验师”小程序实时记录和反馈办税体验，提
出工作建议。税务部门据此进行优化，形成“服务体验——服务诊断——服务优化”的闭环管理，让办税缴费服务越来越有温度、有速度、有精度。

智慧大厅添温度

“税务人员与纳税人在咨询台
有距离感，感觉交流起来不太自
然。”海口市龙华区的体验师李光翔
在进行办税服务厅主题体验后，如
此反馈道。

7月，海口市民声东路办税服
务厅重新规划布局时，便充分考
虑这条建议，咨询台设计上充分
缩短了前台人员与纳税人距离与
高度差，使得纳税人感觉更亲
切。李光翔感慨道：“没想到，我
提的这一个小小的意见能被采

纳。体验师的身份让我也成了优
化服务的参与者。”

今年，海口市税务局在优化服
务环境、规范服务行为、健全服务
制度、提高服务效能等方面，大力
推进办税服务厅标准化建设，构建
智能化办税服务厅。全年共收集
纳税服务体验师建设办税服务厅
意见建议 42条，其中，采用了 28
条，完成了3个办税服务厅升级改
造工作，为纳税人提供更优质、更
智能的办税服务环境。

咨询办理提精度

在今年，海口市税务局加强咨询体系
建设，整合扩充咨询渠道、增强服务力量，
纳税人可以享受到高效一号咨询、服务专
班咨询、大厅专家咨询等多层次的立体化
咨询服务。而各类咨询渠道是否真切地解
决了纳税人的问题与需求，需要体验师的
实地验证。

体验师张航日常工作较为繁忙，与税
务机关沟通基本都以电话为主，她给出了
肯定的答案：“小呼中心建立之后，我不用
再根据不同区划去找不同的电话，而且在
拨打之后感觉整体的咨询更加规范和熟练

了，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答。”
她所说的“小呼中心”，便是该局针对体

验师提出的“各区局电话号码多难记住、打
通较难”建议专门采取的举措。通过整合全
市办税资源、配足配强咨询力量，集中建立
小 型 呼 叫 中 心 ，纳 税 人 仅 需 拨 打

“68612366”一个电话即可实现涉税咨询。
“小呼中心”开设以来，日平均接通电话
1200户次，接通率达85%以上。此外，纳税
人还可以在手机上使用征纳互动智能服务
平台，自助查询税收政策，与税务工作人员
一对一互动。

制度创新增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