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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受委托于2022年3月11 日上午10:00在我公司拍卖
大厅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海甸岛和平大道65号衹园海边
别墅（住宅），独立庭院，精装修，地上三层，地下一层，两个
车库，房权证号：海房字第HK354226号，参考价人民币
800万元，保证金200万元，有意竞买者请到我公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标的展示时间从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2年3月10 日止。

拍卖人：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58-1号阳光熙园

A1004室
联系电话：13807631116

海口海边别墅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对三亚市吉阳区榆亚大道三晋度假酒店（以下简
称“标的”）进行公开拍卖。标的整栋房屋建筑面积：11285m2，土地
使用权面积2400.71m2。该标的地处三亚市繁华街区，位于鹿回头
滨河公园旁，紧邻大东海旅游度假区，与三亚市河东小学相邻，交通
便利，人流量大，是三亚市的优质资源。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
参考价：19800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人民币。2.拍卖
时间：2022年3月30日10:00。3.拍卖地点及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
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4.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
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3月29日17：00。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22
年3月29日16:00前到账为准。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
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建行海口义龙支行；账号：4600
1004 8360 5916 8168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20330号拍卖会竞
买保证金。7.标的情况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卖，相关税、费按法律
规定各自承担。(2)标的建筑面积及土地使用权面积中，有72.51m2

房屋及相应分摊的15.43m2土地为他人所有，另有约30m2房屋被原
业主占用。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3938；18289655888。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2年 3月 19日 10：00至 2022年 3月 20日
10：00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公
开拍卖标的：1.旧机动车15辆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0303期）

2.三星、华为、小米等品牌二手手机30部。有意竞买者请登录
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
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1）看样：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
年3月18日17:00时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2）上述标的均以
现状净价拍卖，车辆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均由买受
人 承 担 。 咨 询 报 名 通 道 一 ：0898- 31982239；通 道 二 ：
13876364266；通道三：15120880606。（3）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
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
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下方“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
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
面；也可直接进入京东首页搜索：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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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号

琼A7G553

琼A299W8

琼A3883Q

琼AB7426

琼ABN226

琼AD2878

琼AHS809

琼AKZ503

琼AN9878

琼O28868

琼A0QC95

琼AJN619

琼A9GQ95

琼A59T67

琼C53302

品牌

长安牌

MINI

长安牌

胜达

宝马

东云V250

思威牌

东风牌

丰田牌

佳美

梅赛德斯奔驰

别克牌

东风日产

起亚牌

大众

型号

SC6449DV5

/

SC7130

KMHSH81D97U

BMW7251JL（BMW523Li）

WD4WG3E1

DHW6452B(CR-V2.4)

ZN1023U2N4

GTM7240G

JTDBE30K943

WDDNG5EB

SGM7247ATA

DFL7162AAD3

YQZ7183AMJE5

大众捷达牌轿车

评估价
（元）

21543

150274

5116

95542

140266

470244

67726

28380

67066

9451

569836

131800

80172

114290

14544.00

起拍价
（元）

17234.4

120219.2

4092.8

76433.6

112212.8

376195.2

54180.8

22704

53652.8

7560.8

455868.8

105440

64137.6

91432

1

保证金
（元）

3500

25000

900

16000

23000

76000

11000

4600

11000

1600

95000

22000

13000

20000

2000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宗地拟用于建设幼儿园项目，
不得转变土地性质，如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将报请市政府无偿收
回该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二）项目需严格按照《幼儿园建
设标准》《海南省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试行）》等要求规划建设幼
儿园，合理配备室外活动设施、活动室、寝室及玩教具等设施设
备，按标准配足园长、专任教师、保育员、卫生保健人员及后勤人
员，且幼儿园办园规模不得超过360人。（三）项目建设需满足以
下条件：生均占地面积≥13m2，生均建筑面积≥8.8m2，生均户外活
动场地面积≥4m2，生均绿化用地面积≥2m2。（四）项目需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相关要求筹设审批，且投
入办学后三年内需达到在校生不少于200人的办学规模。（五）项
目需按国际化办学方向，开设国际化学前教育课程，且根据全校
在园人数配置外籍教师，每两个班至少配备一名外籍教师。（六）
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上述
开发建设要求将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与市
教育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三、竞买事
项：（一）挂牌竞买人报名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
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
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
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
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在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
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挂牌竞
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二）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东方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
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东方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
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
时纠正的。3.在东方市范围有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的。（三）
申请人可于2022年3月4日至2022年4月2日到东方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办公楼二楼权益和开发岗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
请。（四）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4月2日16时00
分（北京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2年4月2日17时
00分（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五）挂牌时间：2022年3月
23日8时00分至2022年4月7日10时00分（北京时间）。（六）
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4月7日10时00分（北京时间）。（七）
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厅。（八）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
买申请。四、其他事项：（一）挂牌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
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二）本公告未尽
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
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网址：http://zw.hainan.gov.cn/
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
com。 联 系 人: 陆 先 生 黄 女 士 。 联 系 电 话 ：0898-
25585295 0898-68539322。联系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西侧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3月3日

宗地编号
东 出 让
2021-17号

宗地位置
东方市南九龙路南侧、
粤海铁路西线西侧

宗地面积
4837.538m2

（合7.256亩）

土地用途

教育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0.8，建筑密度≤25%，绿
地率≥40%，建筑高度≤18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238万元

竞买保证金（万元）

238万元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东自然资告字〔2022〕4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上接A01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新发展理念。

“这是我们必须始终把牢的政治方

向，也是判断大是大非的具体标尺。”省委

对此反复强调。去年6月17日至18日，

省委七届十次全会召开，深刻总结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明确推进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高质

量发展前进方向、任务重点、方法遵循。

同年11月15日至16日，省委七届十

一次全会召开，强调要把风险防控作为事

关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败得失的最关

键变量，作为我们这一代自由贸易港建设

者的最重要任务。

风险防控被摆在了最突出位置。这

是因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一项

全新的事业，在推进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

些一时看不清的问题和容易忽视的“灰犀

牛”“黑天鹅”事件。

但只要我们时刻对标“中国特色”核

心要义，就能看穿迷雾、见叶知秋，避免犯

原则性错误。“建设清廉自由贸易港”“建

设生态环境世界一流的自由贸易港”“建

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自由贸易港”……

海南提出的这一个个美好愿景，正体现了

海南对方向的准确把握。

2021年，围绕“既‘放得开’又‘管得

住’”这一目标，海南坚持以最坚决的态

度、最严格的要求、最有力的措施，推动金

融、税收、投资、贸易、意识形态等领域风

险防控有效开展。

走私风险防控方面，社会管理信息化

平台整体进入实战化运行，反走私综合治

理体系基本建立，环岛64个反走私综合

执法站全部挂牌运行，启用离岛免税商品

溯源码管理，严厉打击“套代购”行为；

公共卫生风险防控方面，坚持“管住

关口、人物并防、进出同管”，全年未发生

聚集和扩散性疫情。全人群疫苗接种率

和全程接种率分别达95.3%、91.8%，居全

国前列；

社会治安风险防控方面，常态化开展

扫黑除恶斗争，刑事案件6年连降、11年

最低，命案发案数建省以来最低。新一轮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吸毒人数占比

从2.6‰降至1.7‰、群众满意度全国第一。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海南风险防控

工作成效显现，没有产生重大系统性风险。

风险防控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当前，海南正瞄准“2023年底前具备封关

硬件条件、2024年底前完成封关各项准

备”既定目标，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各项任

务。3月1日召开的省委深改委暨自贸港

工委会议强调，要聚全省之力开展封关运

作准备大会战。

全省上下要不断增强机遇意识和风

险意识，坚持风险防控和政策落实一体谋

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推动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进入不可逆转的轨道。

注重“小步快跑”
政策加快落地见效

柬埔寨澜湄航空旗下一架空客

A320飞机在海南经过为期9天的高级别

定检维修后，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起飞返

回柬埔寨。根据原辅料“零关税”政策，这

笔业务直接为客户节省10%至15%的维

修成本。

从首单到300余票，货值超30亿元

——海南自贸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落

地实施一年多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在海上，随着2月28日上午全球首艘

LNG双燃料动力超大型原油轮——中远

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远瑞洋”轮办

理完结船舶登记，入籍“中国洋浦港”的国

际船舶达32艘，总载重吨达515万吨。

从天上到海上，从无到有再到积厚成

势，讲述着同一个故事主题：海南自贸港

关键核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政策能否落地见效并持续释放效应，

是衡量和检验自贸港建设成果的重要指

标。“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如果不只争朝

夕，不注重实干，将好政策束之高阁变成

“抽屉政策”，对谋定的事不抓早、抓快、抓

实，“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就必然错

失良机、贻误发展。

加工增值免关税、跨境电商出口海外

仓等多项政策交出“首单”；“两个15%”

所得税、三张“零关税”清单等优惠政策有

序实施；海口空港综保区获批设立，“一

线”放开、“二线”管住制度扩展至海口两

个综保区；首条第五航权航线正式开通；9

个园区开通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海

南至香港首条国际海底光缆建成商用

……在中央及国家有关部委鼎力支持下，

海南紧盯“1+N”政策体系及海南自贸港建

设重点任务，建立“一月一会”制度，成立若

干工作专班和北京前方工作组，推动自贸

港落地政策累计达150多项，初步形成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体系。

好的发展环境，除了一流的政策环

境，还应包括一流的营商环境和生态环

境。省委省政府强调，要把政策环境、生

态环境和营商环境共同打造成为海南的

三大核心竞争力。

“聚焦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和公

平、透明、可预期，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形

成口口相传的良好口碑，使之成为造福子

孙后代的‘金饭碗’”，2021年海南瞄准

“四最”目标，优化营商环境力度空前——

组建百人专班，制定让市场主体说了

算、横向可比纵向监测的评价指标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

布实施，首批15件自由贸易港法规配套

制定；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全面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证照分

离”改革力度全国最大，告知承诺事项数

量全国第一，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天。

“不但要把一个高度开放的自由贸易

港传给子孙后代，还要把一个山青水绿、

天蓝海碧的自由贸易港传给子孙后代”，

2021年海南从“国之大者”的政治高度，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突破——

聚焦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海

南滚动打造标志性工程，取得重要进展。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为正式设立的

首批5个国家公园之一，海南长臂猿种群

数量由5群33只增加至5群35只。启动

开展为期五年的“六水共治”攻坚战，系统

推进治污水、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

节水、优海水“六水共治”。全省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99.4%，细颗粒物（PM2.5）

浓度13微克/立方米，生态环境质量保持

全国一流。

“好政策+好环境”，“磁力”十足。海

南自贸港，也因此成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倾

心之地。2021年，海南市场活力不断增

强，各类市场主体纷至沓来，全年实际利

用外资增长16.2%，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增长92.6%。人才资源同样加速向海南

集聚，2021年引进人才超15万人。

突出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步入快车道

2月23日，在崖州湾种子实验室里，

恒温水浴锅、离心机等仪器排放整齐，身

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忙着操作各种仪器，

记录下试验过程中的各类数据。

“在三亚，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育种

实验。”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贾志伟说，公司重点研制生物育种

的关键“芯片”，如抗虫新基因、玉米基因

编辑、雄性不育及抗旱节水等新技术创

新，在三亚不仅能实现热带一年四季不间

断生物育种技术创新目标，还能布局全季

产业链的研发。

落户崖州湾科技城不到3年，隆平生

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获得了多方注资，

已成为市场估值超25亿元的高新技术种

业企业。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本质是高质量发

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靠建设现代产业

体系。2021年，海南突出创新驱动，持续

优化创新链、产业链、产业生态“两链一生

态”，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巩固扩大来之不

易的结构调整成果。

这一年，海南启动打赢科技创新翻身

仗三年行动，新设立“陆海空”三大产业科

创平台12家，中国种子集团总部成功落

户，崖州湾科技城成为我国种业科研机

构、经营主体的聚集地，“奋斗者号”万米

深潜21次。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投入增速全国第一。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364家。专利授权量增长58.9%，国际

专利申请量增长8.4倍。

这一年，海南大力实施的三年投资新

政初战告捷，产业投资增长33.5%，“深海一

号”顺利投产，海上风电及装备、昌江核电

二期等项目开工，环岛旅游公路建设全线

推进。油气产业全产业链产值增长15.8%。

“陆海空”三大未来产业加快培育的

同时，传统产业则提质升级。

2021年，海南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

81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增长58.6%、快

于游客增速33.1个百分点，人均消费额

增长26.4%。其中，境外高端购物、教育、

医疗等三篇消费回流文章成绩尤其亮眼：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一炮打

响”，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

展。全年离岛免税店总销售额601.7亿

元、同比增长84%；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签约引

进22所国内外知名高校，顺利招生开学；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设立

全国首个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和评价重点

实验室，特许药械进口增长58.5%，成为

国际先进药械进入中国的最主要通道。

同时，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不断发展壮

大，“三棵树”扩面增质，冯家湾现代化渔

业产业园成为近海养殖退养、渔业转型升

级的样板。

数据显示，2021年海南非房地产业在

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继续提升，其中，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3+1”主导产业增加值占比达70%、提

高5个百分点，上缴税收增长33.4%。

除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区域协调发

展也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两个引擎”之

一。去年12月29日，全省推进儋州洋浦

一体化发展动员大会召开，强调要举全省

之力支持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奋力打造

海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这标志着儋州

洋浦一体化正式启动，意味着海南“三极

一带一区”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与此同时，海南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

程中，始终坚持发展成果百姓共享。

2021年，海南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推进医

疗、教育、住房、文化等社会民生事业加快

发展，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高质量发展步入快车道。”这是省政

府工作报告对海南2021年经济的评语。

面向未来，海南在这条快车道上，必将越

走越宽、越走越稳。

强化比学赶超
干事创业激情十足

2月7日，虎年春节假期后第一个工

作日，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总结暨能

力提升建设年活动动员部署会在海口召

开，省委以这样一场提振人心、再接再厉

的全省性大会开启新春新气象。

加快自由贸易港建设，干部是关键。

对干部而言，作风和能力犹如鸟之双翼、

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回望过去一年，海

南抓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契机，以坚强决

心、务实举措狠抓作风建设，大力弘扬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广泛开展“比学赶超”活动，全省上下新风

正气不断充盈，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比学

赶超的热情更加高涨。

据统计，2021年，作风整顿建设年和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开展以来，

全省共整改作风问题 3305 个、整改率

95.6%；查找堵点4672个、破解难题4387

个，办结率93.9%。特别是各级党委政府

领导带头认领解决了一批重要堵点问题、

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涉及部

门环节多的疑难复杂问题、久拖不决的历

史遗留问题和解决难度大的制度机制问

题，群众认可度、满意度持续提升。

去年11月5日，省委省政府在三亚

召开市县园区“比学赶超”（抓项目促有效

投资）现场观摩会，号召全省上下比学赶

超、互促共进，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有效投

资，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如何做到比学赶超？

比，就是要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的决心，比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和自贸港建设的干劲，比“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的成效，比谋发展、求变革的意愿；

学，就是要学党中央对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和自贸港建设的具体要求，学先

进地区的宝贵经验，学攻坚克难的管用办

法，学敢于担当的硬朗作风；

赶，就是要赶先进速度，赶年度进度，

赶重要节点，赶时代步伐；

超，就是要超兄弟市县，超年度目标，

超国内标杆，超自身潜力；

以改进作风、优化营商环境为主题的

“比学赶超”活动，在全岛兴起。全省各市

县、厅局围绕项目落地和企业发展全过程

当好“保姆”“红娘”“店小二”，作出明确部

署、拿出切实举措——

洋浦经济开发区打造“快准实好”工

作作风，80多天完成126亩征地任务；省

教育厅实施“一对一”帮扶，主动协调解决

一些市县引进“两校一园”存在的困难，新

增引进签约学校8所；省卫健委协调公

安、社保等多个部门，推出“出生一件事”

网上办理平台，办理时长从原来平均20

天压缩到最快7天……

与此同时，为切实营造更好担当作为

的环境，将高涨的干事创业热情长期持续

下去，我省在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公职

人员容错纠错办法（试行）》的基础上，进

一步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建立公职人员容

错纠错、澄清正名和重新使用典型案例通

报发布制度，旗帜鲜明地为敢于担当、踏

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

让更多干部吃下了干事创业的“定心丸”。

敢闯敢试敢开拓、比学赶超不服输、

举一反三想办法、容错纠错有保障……这

样一些金句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用来描述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气象。

因此，省委继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

后，又紧锣密鼓部署开展能力提升建设年

活动，正是为了趁热打铁，进一步把干部

的能力短板补上来，锤炼能干事、善成事

的宽肩膀、铁肩膀，为自由贸易港高质量

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面对发展的黄

金机遇期和重要窗口期，我们有独特的政

策优势，有近年来高质量发展所蓄积的强

劲势能，有全省上下担当作为、创新实干

的精气神，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推动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再上新台阶。

（本报海口3月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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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思政建设，永葆军人本色

高峰大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积极贯
彻落实三亚市委市政府、天涯区委区政府
的工作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一是加
强党的红色文化教育，激发人民群众爱国
情怀。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高峰大
社区开展“点燃爱国情怀·传承红色精神”
八一建军节观影活动。二是进一步弘扬
革命精神、缅怀先烈、激发爱国热情，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三是及时宣传
退役军人相关法律政策和征兵等宣传活
动。四是积极引导退役军人参与辖区建
设，推荐优秀退役军人进入村居“两委”班
子。在2021年天涯区南岛居居民委员会

“两委”班子换届选举工作中，成功推荐1
名优秀退役军人进入社区“两委”班子。

提供有力引导，促进就业创业
高峰大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积极搭

建就业创业线上线下良性循环的信息交

流、产品流通、技术支持、资金融通平台，最
大限度帮助高峰片区退役军人打造产业
品牌，拓宽创业路径。一是联合天涯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召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座
谈会，听取退役军人代表提出的就业创业
过程中产业生产技术、贷款融资、销售渠道
出现的困难、需求和意见。二是召开“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槟榔黄化防治和热作林下

间种套养技术培训”专场会议，组织100余
人学习防治槟榔黄化、发展林下间种套养
生产，有效促进高峰片区退役军人种植户
加快乡村振兴步伐。三是联合天涯区各
党群服务中心、德航供销社及公司，通过

“党群帮一帮”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种植户销
售农产品。2021年，100多名党员及退役
军人帮助高峰片区遇到滞销的种植户销

售约3.3万斤农产品，收益达3.9万元。

贴心关爱，营造深厚崇军氛围
高峰大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广泛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一是联合天涯区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到高峰片区开展走
访慰问活动，同时将立功喜报送到4名
现役军人家中，并为16名军人家庭悬

挂“光荣之家”牌匾。二是开展庆祝建
党100周年之“情系老党员，慰问暖人
心”活动，慰问了19名退役军人困难老
党员，详细了解退役军人老党员的健康
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表达党和政府的
关怀，并细心聆听他们矢志不渝跟党
走、一生心血献给党的难忘经历，感谢
他们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同时送上

慰问品。

优抚帮扶，常态精细服务
高峰大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主动上

门走访开展困难退役军人调查摸底工
作，深入困难对象家庭了解实际困难和
诉求，核实困难退役军人9人，并建立一
人一档困难退役军人档案，制定帮扶计
划，提供精细服务，做到应帮尽帮。在
2021年“八一”慰问活动中，为高峰片区
9名退役军人优抚对象每人送去500元
慰问金，为60岁以上农村籍30名退役
军人每人送去200元慰问金，同时为1
名困难退役军人申请到省新时代关爱退
役军人基金会的慰问金2000元，给退役
军人带去温暖和关切。

三亚市天涯区高峰大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立足基层，当好退役军人贴心人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新时代新时代
标杆标杆

树树立立

三亚市天涯区高峰大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于2021年3月依托高峰大社
区的设立而成立，位于高峰大社区综合服务楼一楼，办公场所约16平方米，对
标标杆型服务站建设标准，设有接待角、风采墙、图书架、保障法宣传墙、工作
制度墙、退役军人图书角及十大英模文化走廊。辖区现有退役军人、现役军人
家属等服务对象总共360人，其中退役军人334名。

成立以来，服务站始终坚持“以服务退役军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立足
基层，全面按照“五有”标准持续强化和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设，积极主
动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动态管理、帮扶援助、就业创业、组织退役军人志
愿者服务活动等形式多样的崇军拥军工作，确保建起来，用起来，用心用情服
务退役军人，当好他们的贴心人。

三
亚
市
天
涯
区
高
峰
大
社
区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站
。

扫码看《树立新时代
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标
杆｜三亚市天涯区高峰大
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