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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慧

世上没有一条笔直的江河，
也没有一片孤独的大海。九曲江
河、涓涓细流，只要一心奔向同一
个方向，最终都会百川归海，成就
一片浩瀚的汪洋。

有容乃大，是大海的本质，也
是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应有的气质。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
一项全新的、需要持续探索的事
业。挺进改革开放“无人区”，迎
接我们的是各种各样的新领域、
新问题、新挑战。创新，无疑是干
事创业的“标配”，也是解决复杂
问题的关键。

改革，经常伴随着风险；创
新 ，有 些 时 候 甚 至 是“ 九 死 一
生”。如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既
不合理，也不科学；如果不分情
况、不分性质对错误搞“一刀切”，
无疑会挫伤改革创新的胆气和热
情。为呵护每一份改革创新的激
情，海南于 2018 年、2020 年先后
出台了《关于在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中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
的实施意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公
职人员容错纠错办法（试行）》，旨
在涵养宽容失败的制度文化，营
造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然而，
容错纠错这项工作政治性、政策
性很强，相关政策如何理解把握，
一些基层单位和公职人员还是感
到心里没底，因此需要发挥典型
案例的宣传指导作用。

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
战风雨。为推动容错纠错机制落
地见效，2021年7月，海南印发了

《关于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公职
人员容错纠错、澄清正名和重新
使用典型案例通报发布制度的实
施办法（试行）》，明确将通报发布
容错纠错、澄清正名、诬告陷害、
重新使用 4 种类型的典型案例，
以案释规、以案释纪、以案释法，
让基层单位在具体实践中有范
例、有指引，让公职人员在干事创
业中有借鉴、有参考。

具体生动的案例，明明白白
的案例分析，为科学公正认定、评判各类错误提
供了依据和参考，有利于拨开“谁来容、怎么容，
谁来纠、怎么纠”的迷雾，打消一些人“多干多错、
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消极心态，释放出保护改
革者、支持担当者的强烈信号，树立起敢闯者敢
用、有为者有位的鲜明导向，激发起广大党员干
部改革创新的信心与热情。过去一年，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主要经济指标历史性走在
全国前列，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正是广大党员干
部胸怀大局、勇担使命、奋力探索、锐意进取的累
累硕果。

改革不停步，创新无止境。用活用好容错
纠错机制，认定容错纠错内容是前提，细化具体
实施程序是关键。一方面，要做到容错边界不
模糊。容错不是纵容，不能什么都“容”。因此，
要明确1个前提、厘清7种情形，分析问题性质，
守边界、有底线，既不让改革探索的“领头羊”成
为改革失误的“替罪羊”，也不让包容错误的“定
心丸”充当纵容错误的“挡箭牌”。另一方面，纠
错程序不含糊。有错必纠、有过必改、立行立
改，才能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最大限度减少损
失，并提高自我纠错、自我完善的能力，让容错
更有意义。

坚持用事后容错鼓励事前试错，做到严管和
厚爱并行不悖、激励和约束相得益彰，把符合事
业发展需要的优秀干部选出来，把敢于负责、勇
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用起来，真正
为负责者负责、为担当者担当，就能鼓励更多人
积极投身到自由贸易港建设火热实践中来，朝着
同一片“大海”奋勇前行。

过
去
一
年
，

这
样
走
过

海南全面推广防贫综合保险，保障脱贫成果

防贫保险兜底 百姓治病不愁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爸爸快看，这棵树上长了好多
‘鸟巢’。”1月15日一大早，位于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的百花岭热带雨林
文化旅游区迎来一波客流高峰，来自
海口的小游客李诗桐仰头站在一棵
附生有多丛鸟巢蕨的榕树前，兴奋地
向爸爸李亚平展示着自己的新发现。

眼前丰富多样的雨林景观如同
一间活灵活现的自然课堂，这是促使
李亚平一家来百花岭游玩的最大吸
引力。而来自河南的企业家李合岭
当初选择对百花岭进行旅游开发，同
样也是看中了当地独一无二的自然
生态。

“景区建设伊始，我们便将开发
的天平向生态倾斜，坚决不大修大

建，不乱砍一棵树，在充分尊重自然
与当地百姓利益的前提下，合理开发
热带雨林景观。”李合岭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景区自2019年初正式对外
开放，先后开发出空中树屋、水上荡
桥、玻璃滑道、树梢栈道等一批旅游
体验项目，于2020年成功创建琼中
首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

而随着海南加快建设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百花岭也迎来新的历史
机遇。

“百花岭毗邻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北大门’，区位优势明显，且拥
有老茎生花、‘空中花园’、藤本攀附、

‘滴水叶尖’等十大热带雨林现象，可
以为公众开启一扇探知热带雨林奇
观、感受基因宝库魅力的窗口。”李合
岭介绍，以此为契机，过去一年来，该

景区进一步完善景区软硬件设施、人
才队伍，并推出“休闲美食节”“我和
百花合个影”“原生态民歌对唱”及

“亲子研学快乐游”等多项文旅活动，
游客单日接待量屡屡突破万人大关。

2021年10月，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正式设立。消息一经发布，李
合岭明显感觉到，百花岭也跟着火了
起来——不仅岛内的自驾游客络绎
不绝，岛外慕名而来的游客也越来越
多。“许多游客在百花岭游玩过后，往
往还会选择周边村庄作为下一个旅
游目的地。”琼中县旅文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百花岭的火爆为周边其他景
区、景点带来辐射效应，正巧用绿水
青山搅热琼中及海南中部旅游市场。

也正是看中了百花岭可以作为
雨林文化展示窗口，及其发挥的“龙

头”带动作用，过去一年来，省、县有
关部门协同合作，加快推进其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

“县里特地为我们成立了工作专
班，从土地规划到行政审批，各种难点
堵点问题都有工作人员跟踪协调解
决。”李合岭表示，目前该景区加快完
善软硬件设施、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
升景区开发、管理和运营水平，5A级
旅游景区创建工作正有序推进。

他也期待着，接下来，百花岭能
继续在自然教育、自然游憩和生态体
验等方面继续创造和形成一批好的
经验做法，让更多人走进雨林感受生
态之美的同时，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提供示范样本。

（本报营根1月15日电）

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牢固树立、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依托热带雨林文化，琼中百花岭搅热海南中部旅游市场

雨林生态游 吸睛又吸“金”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孩子生病后，家里花费几十万
元，一下陷入贫困，防贫综合保险给
予救助了18万多元，让生活有了希
望。”1月14日，三亚市吉阳区海罗村
村民李东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防贫
综合保险的救助极大缓解了家里的
困境。

李东方说，本来家里日子过得还
算可以，但是女儿确诊再生障碍性贫
血后，家里先后花费六七十万元来治
病，花光了积蓄，让家庭一下子陷入
贫困。女儿的治疗和康复，花费惊
人，爱人又因患病无收入，家中还有
正在上学的小儿子，这让李东方一筹

莫展，只能靠打零工为女儿治病。
随着女儿的病情好转，进入康复

期，家里日子却捉襟见肘，防贫综合保
险挽救了这个家庭。除去医保报销
后，李东方收到了防贫保险理赔救助
的18万余元。

据悉，防贫综合保险由省财政厅
牵头在全省推开，太平洋财产保险海
南分公司负责主承保，该保险为海南
农村居民提供了风险保障。在保费
方面，防贫综合保险给予一般户每人
9元的保费补贴，除去财政补贴，个
人自缴只需2元。

防贫综合保险聚焦“因病、因灾、
因意外”三大致贫、返贫因素，立足

“未贫先防”和“扶防结合”的要求，探

索建立起“政府引导、保险托底、自主
自愿、协同推进”的创新帮扶模式，与
现有的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民生救
助等相关政策形成合力，最大限度降
低返贫率、致贫率。

防贫综合保险的救助，给海南很
多农村居民带来了踏实的兜底保
障。屯昌县南吕镇田寮村村民王弟
就是其中之一。

2021年 3月，王弟因鼻咽癌住
院治疗产生了一笔费用，经医保报销
后还需要自担费用2万多元，王弟本
就因身体原因缺少固定收入来源，这
笔医疗费用让他面临着返贫危机。
太平洋财产保险屯昌公司调查核实
其达到防贫综合保险理赔条件后，及

时向王弟赔付了相应的救助金额，补
上了医保报销后自费的全部金额。

“有了这个保险，敢看病了。”王弟说。
2021年，省委、省政府将“全省推

广试行防贫综合保险”列为2021年为
民办实事事项之一，防贫综合保险重
点聚焦处于边缘临贫易贫人群的致贫
返贫风险，提供保险保障，让更多海南
农村居民有了更实在的幸福感。

据统计，2020年共有2300名海
南农村居民获得防贫综合保险的理
赔救助，救助金额超 3500 万元。
2021年，海南全省累计投保461万
人。2021年已赔付1334人次，累计
赔付1545万元。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

在琼中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游客体验树梢栈道项目。 通讯员 林学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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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为我
国正式设立的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之
一。海南长臂猿增加到 5群35只

全省推广新能源汽车超 5.8 万
辆，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7.2%，高出全
国平均水平近 5个百分点。海南新
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增至 25.8%，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13.1个百分点

全省装配式建筑面积
连续三年增长 100%，绿色建
筑推广比例超过60%

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保
持较好水平，PM2.5浓度、臭
氧浓度处于近几年的低值，
河湖库和近岸海域等水生
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一流

截至 2021
年底，全省城镇
内河（湖）水质
达标率 94.2%、优
良率 44.2%，整体
水质状况达到
了治理以来的
最好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