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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 走基层走基层

■ 光明日报记者 王晓樱
通讯员 何振天

春节前的一天清晨，海南海口海关所
属洋浦港海关工作人员舒翔、吴泽文早早
从单位出发，驱车前往位于洋浦经济开发
区石化功能区的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
司码头，准备登临来自越南的越南籍散货
船“青城达54”轮，开展相关工作。

按照企业预约情况，这天将有8条
船舶计划靠泊。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如火如荼，洋浦港吞吐量与日俱增，随
之而来的是登临检疫工作量也越发增
多。“一天八九条船是常态，且分布在洋

浦9个不同的码头，时间、空间极为分
散，所以必须合理科学统筹工作安排，这
样才能以有限的人力，把工作做到最
好。”吴泽文说。

整理好防护服、体温计、执法记录
仪、消毒水……登临人员出发前往码
头。30分钟后，他们抵达目的地并熟练
地开始了登轮前的准备工作——在一片
干净宽敞的区域，拿出防护服、垃圾桶、
执法记录仪、消毒水、样本箱、采样拭子
等设备并摆放整齐，随后打开执法记录
仪，穿好防护服，拎起各种设备登上了

“青城达54”轮。
踏上甲板，舒翔用熟练的英语与船

长交流接下来的工作事宜，并开展量体
温、检查免卫控证书、查看黄皮书等相关
工作。“仔细检查船舱卫生，尤其是厨房、
卫生间、卧室等生活区域，不放过每个死
角。”舒翔说。

舒翔已在卫检岗位工作10多年，是
卫检岗位的能手，他业务精通，工作认
真，要求专班里的每位工作人员务必一
丝不苟地执行操作规范。“手部消毒的时
候一定要搓到位，按照七步洗手法进行
消毒，不能偷懒。”

下船脱防护服的时候，手上忙活的
同时，他们眼睛也没闲着。舒翔与吴泽
文两人互为卫生监督员，看对方操作有

无不规范之处，一旦发现，立即纠正。“严
格执行操作规范，做好个人防护，不仅是
对自己负责，而且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命
健康负责，绝对不能让新冠肺炎疫情从
口岸流入。”

从金海码头出来，舒翔立即奔赴下一
个码头。“按照这一天的工作量，加班是免
不了的，船多的时候，忙碌到凌晨也是可
能的。”实行“14+7+7”工作模式以来，卫
生检疫一线人员相对较为紧张。

提及愿望，舒翔说：“盼望疫情早点
结束，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原载于《光明日报》2022年2月10
日03版）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毛景慧

2月9日一大早，位于定安县定城镇
弘诲路西侧的瑞智花园项目现场一派繁
忙，静压机、挖掘机、土方车……各类机
械、车辆轰鸣声不断，身着工服、头戴安全
帽的工人们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

“响应政府号召，今年春节期间，我
们项目全体工人和管理人员都没有放

假，大家选择留在工地‘就地过年’，项目
进度比预计时间提前了近2个月。”瑞智
花园项目经理王国凯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自项目2021年11月正式开工起，大
家每一天都在加班加点抢抓工期。

据了解，瑞智花园是定安安居房二
期项目，也是定安县的重点项目，项目于
2021年11月竞得土地使用权后便全力
启动各项实际建设工作。截至目前，项

目土地平整、地勘、修建性详细规划审
查、装配式建筑审查，以及施工图设计等
工作均已完成。

为了提高务工人员的积极性，瑞智花
园项目在给工人涨薪的同时，也积极向定
安县政府有关部门申请补贴，让大家安心
留琼过年。今年春节期间，项目里共有17
名符合条件的工人领到了补贴。

据定安县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包括瑞智花园项目在内，该部门已向定
安县各重点项目的留琼过年务工人员每
人一次性发放了1000元慰问金和价值
200元的慰问品，以暖心服务保障务工
人员利益，助力定安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悉，该项目预计于2023年底全面
竣工，届时共有10栋690套安居房，将有
效缓解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住房困难问
题。 （本报定城2月10日电）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单云鹏）2月10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该
机场荣获国际机场协会（ACI）授予的

“旅客之声”表彰。
“您好，请刷身份证即可。”如今，进

入美兰机场候机楼的出港旅客，即使佩
戴口罩的情况下也可在入口处的人脸
识别防疫验证设备上实现“一证查验”，

通过一张身份证便可获知健康码、核酸
检测结果以及航班信息，显著提升旅客
出行防疫材料的查验效率。

据了解，为加强进港旅客前端防疫
信息告知，美兰机场与各大航司紧密合
作，在北京、上海、重庆、南宁等机场前
置“海口机场防疫政策温馨提示”，安排
工作人员在值机区、登机口加强告知引
导，避免旅客出行被动。

海口美兰机场荣获
ACI“旅客之声”表彰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张陈丽）如何纾解企业用工
难题？从2月8日开始，省人力资源开
发局（省就业局）调研组陆续赴重点项
目一线，主动征询企业用工需求，并承
诺提供“订单式”培训和公益招聘平台
等系列服务。

调研组行程首站为海口市。在该
市的国际免税城项目、新海港综合交通
枢纽（GTC）及配套设施建设工程项目
现场，调研组了解工程进度，倾听项目
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

据介绍，总投资128.6亿元的海口
市国际免税城项目，用工来自17个省
份，预计2月底返岗工人将达到2700
人，其中海南本地用工约400人，年度
用工最高峰将达到4200人。而总投资
约13亿元的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及配
套设施建设工程项目，高峰期用工总人
数约750人。合作单位为若干专业分

包和劳务分包队伍，其中海南属地队伍
的合作单位，海南本地员工占比超过
80%；其他省份的合作单位，海南籍员
工占比超过10%。

调研组发现，这些重点项目工程质
量要求高，施工技术难度大，存在本地
用工不易招聘、特殊工种持证率不足、
节假日期间外省务工人员难以留下、企
业未用足用活补助政策等难题。

针对重点项目用工困难，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省就业局）有关负责人承诺，
将从多方面提供优质服务：落实首问负
责制，主动靠前服务，紧盯企业用工需
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订单式”培训；精
简办事程序，推动各项就业帮扶措施有
效落实；共享公用招聘平台，即海南公
共招聘网、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招聘平台
随时对企业免费开放；共建见习基地，
把施工项目建成就业见习基地，为项目
储备人才。

我省将提供“订单式”培训和
公益招聘平台等服务

本报三亚2月10日电（记者黄媛
艳）2月10日，三亚召开“制度建设年”
行动成果新闻发布会，发布《三亚市“制
度建设年”行动评估（白皮书）》和《三亚
市“制度建设年”行动实践案例集》。20
个行动实践案例聚焦厘清权责边界、深
化改革创新、提升治理效能、优化营商环
境四个领域，旨在为三亚奋力打造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新标杆提供制度保障。

20个典型案例中，权责清单编制调
整、创新执法协同联动机制等有效厘清
权责关系，着力深化权力运行、监督与服
务质效和执法体制改革，形成破解执法
难题的“三亚办法”；激励干部担当新使
命、展现新作为系列制度、常年蔬菜稳价
保供集成制度、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集成
制度、免税农产品增值税电子发票掌上
代开机制、旅游新业态发展与监管集成

制度、三亚市海域定级与基准价格评估
制度等探索聚焦热点难点问题，持续深
化改革创新，不断将改革和制度创新成
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据悉，2021 年 4月三亚正式启动
“制度建设年”行动，通过近8个月的集
中行动，面向全市社会治理、经济发展、
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领域，着力解决权
责不清晰、制度不完善、程序不顺畅、制

度执行不到位、办事效率不高等问题。
自“制度建设年”行动启动以来，三亚市
各部门主动从制度设计和落实的层面上
追本溯源，推进制度“废、改、立、释”工
作，切实解决一批难点堵点问题，市区两
级共调整权责清单2万余项、建立制度
清单5981项；市级层面新建或修订制度
1684项，着力探索或全省首创机制制度
超过70项。

三亚发布“制度建设年”20个行动实践案例

市区两级共调整权责清单2万余项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王培
琳）2021年全省金融业增加值423亿
元，全省金融业税收69.7亿元。全省

银行机构资产总额1.5029万亿元。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2月10日从中国人民
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获悉的。

2021年

去年全省银行机构资产总额1.5万余亿元

海南金融业纳税69.7亿元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口近日印发《助推全市企业实现“开门红”八大举措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根据《通知》，海口市将从加大制
造业企业奖励力度、加大零售餐饮业的支持力度等八个方面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助推全市企业实现“开门红”。具体内容如下：

海口出台八大惠企举措,助推全市企业实现“开门红”

外贸企业最高可获100万元奖励
一、加大制造业企业奖励力度

2022 年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同比
增长超10%（含）、不足20%的制造业
企业，产值比上年同期每增加1000万
元奖励1万元；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超20%（含）的制造企业，产值比上年
同期每增加1000万元奖励2万元

二、加大零售餐饮业的支持力度
对2022年重点企业，一季度零售

业零售额同比增量达1000万元（含）
以上的，每家企业奖励 10 万元；对
2022年重点企业或个体户，一季度餐
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量达200万元及以
上的，每家企业或个体户奖励2万元

三、加大外贸企业奖励力度
对2022年一季度进出口货值达

到1亿元以上且同比增长的企业，进
出口货值每增加1亿元奖励5万元。
单个企业最高奖励不超过100万元

四、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对市担保机构收取的年担保费

不高于 1%（含）的，按担保金额给予
1%的奖补，2022 年一季度每家担保
机构奖补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五、加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依据工地实名制管理系统数据，对2

月15日（含）前在建工地用工量达到节前
正常水平，满负荷恢复施工的，由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按规定进行信用加分。对2
月15日（含）前省、市重点项目的省外返
岗人员，给予每人300元交通补助

六、保障琼州海峡水路运输通畅
根据水路运输春运客流特点，

动态调整海口三港船舶班期，依托
“定港口、定船舶、定班期”三定模
式，全力保障春运期间琼州海峡水
路运输通畅，助力企业人员返程、物
资运输通畅

七、减轻企业用工核酸检测负担
对外省到琼务工的工人提供1次免费

核酸检测。将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纳
入重点人群监测范围，由市、区财政统筹
保障核酸检测经费，第三方检测机构每周
免费对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和相关场
所环境开展核酸采样检测，减轻企业负担

八、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问题
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

等专项行动，围绕重点项目重点企业
的用工需求，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招聘
服务活动7场，发布岗位不少于5000
个，解决企业“招工难”问题

光明日报关注海南洋浦港海关工作人员检疫工作日常

口岸检疫员：有序有力阻疫情

抢抓工期赶进度

定安安居房项目“虎”力全开

其
中

金融业增加值
全省金融业增加值423亿元 同比增长3.6%
金融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率为6.5%

全省金融业税收69.7亿元 同比增长 14.8%

全省银行机构资产总额 1.5029万亿元

比年初增加998亿元 同比增长 7.1%

各项贷款
各项贷款余额 1.0607万亿元

同比增加625亿元、增长6.3%
增速比上年同期高 1.4个百分点

全年全省 11个重点园区（含入园企业）

信贷余额 726亿元

同比增长28.5%

全年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796亿元

同比增长23.8%

农户贷款325亿元

同比增长 11%

各项存款
各项存款余额 1.1339万亿元

同比增加 1026亿元、增长 10%
增速比上年同期高4.1个百分点

比全国高 1.3个百分点

住户存款同比增加504亿元

增长 10%
企业存款同比增加547亿元

占全省存款增量的53.3%
同比增长 17.9%
为近四年最高值

制图/张昕

2月10日，在三亚福返芒果梅村基地，农户在教客商采摘芒果。当天，海南三亚芒果专场发布会在三亚福返芒果梅村基地举行，来
自省内外的客商、博主现场体验“树上熟”贵妃芒从采摘到包装的全过程后，纷纷下单订购。据悉，此次上市的芒果是三亚福返芒果梅村
基地第一批“树上熟”芒果，每公斤价格在20元以上。 图/本报记者 武威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贵妃芒热销
本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李君照）

近日，第四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评审结
果揭晓。其中，琼剧表演艺术家陈育明、
画家乔德龙获南海文艺奖终身成就奖，
12个文艺门类58件作品获南海文艺奖。

海南省南海文艺奖是经省委、省政
府同意设立的全省文学艺术界综合性
文艺奖项，由省文联主办，旨在通过评
选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调动和发挥文艺
工作创新创造力，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创作和推出更多反映时
代精神、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的文艺精品。

本届南海文艺奖评奖范围包括文
学、戏剧、电影、电视剧、广播剧、音乐、
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曲艺、杂技、民
间文艺、文艺理论评论等门类的优秀作
品和优秀人才。此外，还授予德高望
重、在省内外有较大影响、对文化艺术
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文艺家及文艺组
织管理工作者终身成就奖。

第四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揭晓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习霁
鸿 特约记者许晶亮）海南日报记者2月
10日从海口市琼山区旅文局获悉，今年
琼山区政府在元宵节当天不组织开展
任何形式节庆活动，不举办各类群众自
发聚集的民俗活动和文体活动，包括府
城元宵换花节。

据了解，府城元宵换花节是民间自
发形成的传统民俗活动，每年都会吸引
大批游人来到府城地区赏花灯、换花、闹

元宵。但考虑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依然不能松懈，为确保广大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今年琼山区政
府不组织开展府城元宵换花节活动。

琼山区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区
将在元宵节当天推出线上换花抢红包小
游戏、琼山文化过大年之网上来换花等线
上活动，将线下的换花民俗传向“云端”，
引导广大市民游客线下不聚集、线上赏
民俗，欢乐闹元宵，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

今年海口不开展
府城元宵换花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