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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省发展
改革委下达一批2022年中央预算内投
资计划，计划投资5880万元、4402万
元、100万元，分别用于支持海南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社会服务设施兜底线工
程、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项目。

2022年3月，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
农业农村厅下达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专
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022年中央
预算内投资计划5880万元，用于五指
山、东方、临高、乐东、白沙、保亭、琼中等

7个市县高标准农田建设。
为提高社会服务兜底能力和水平，

省发展改革委近日下达我省社会服务设
施兜底线工程202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
计划4402万元，用于支持社会福利、退
役军人褒扬优抚等4个社会服务设施项
目建设。

此外，省发展改革委还下达了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2022年中
央预算内投资计划100万元，用于支持
2022年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项目。

省发展改革委下达一批202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支持7市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等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坤）近
日，省公安厅党委第五轮巡察工作启
动。省公安厅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向社会发布公告并公布电话，欢迎广大
干部群众向巡察组如实反映情况。

据介绍，3月28日至5月6日，5个
巡察组将分别对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党
委、禁毒总队党支部、技侦总队党支部、
反恐总队党支部、监管总队党总支开展
常规巡察。

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单位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
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接受“党中央
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落实情况，群众身
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以及群众反映强
烈的问题，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情况，以及
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
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问
题，将按照相关规定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省公安厅第五轮巡察工作启动

本报海口4月 5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时权）海南日报记者4月 5日
从省民政厅获悉，今年清明节期间，
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机构
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疫要求，
在各级疫情防控指挥机构的统一领
导下，大力推进健康祭扫、安全祭扫、
文明祭扫。开放现场祭扫的殡葬服

务机构共接待祭扫群众 7957 人次，
疏导车辆 1068 辆，全省祭扫活动平
稳有序。

据介绍，受新冠疫情影响，省民政
厅全面暂停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琼
海、万宁、五指山、东方、定安、澄迈、临
高、乐东、陵水、白沙、保亭、琼中等市县
公墓、殡仪馆等殡葬服务机构现场祭扫

活动，创新祭扫服务载体和方式，开通
网络祭扫平台16个，网络祭扫人数达
到109.62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此外，
部分市县殡葬服务机构的代理祭扫服
务备受认可，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祭扫
需求。

随着清明节假期的结束，群众集
中祭扫活动已接近尾声，后续一段时

间仍会有部分群众进行祭扫活动。
省民政厅将继续指导各市县民政部
门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强化
安全管理，严防聚集感染等事故发
生。同时，提醒广大群众遵守当地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服从工作人员引
导，做好个人安全防护，绿色出行、文
明祭扫。

今年清明节我省各地祭扫活动平稳有序
网络祭扫人数超109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本报海口4月 5日讯（记者邓海
宁 习霁鸿）敬献鲜花、擦拭墓碑、肃立
鞠躬……4月 5日，位于海口市金牛
岭公园内的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
园举行了一场庄严肃穆的清明代祭
英烈活动。

现场，海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
作人员手捧菊花庄严肃立，深切缅怀
革命烈士并鞠躬致敬。随后，全体人
员为烈士敬献鲜花，擦拭烈士纪念碑，
清除周围杂草。

据了解，今年清明节假期为有效
防控新冠疫情，避免人员扎堆聚集，降
低感染风险，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
园实行防控管理，由海口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干部职工及陵园工作人员为群
众开展代为祭扫活动，向革命英烈表
达缅怀之情。

4月2日以来，海口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依托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
线 上 祭 扫 平 台（https：//720yun.
com/t/f1vkbwqhppq），宣传、组织

开展网上祭英烈活动，倡导社会各界
通过网络祭扫的方式缅怀英烈，寄托
哀思，截至目前已有近4000名群众
通过该平台线上祭扫瞻仰烈士，敬献
花篮。

海南日报记者还从海口市民政局
获悉，从3月16日到4月5日，海口市
网上祭祀总访问量超过300万次，其
中移动端访问量2219215次，电脑端
访问量 891785，网上祭祀人次总数
192754次，代客祭扫671单。

海口开展清明代祭英烈活动

代为献花鞠躬 表达缅怀之情
文昌开展“云上”清明
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张小
瑜）在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近日，文昌市组
织开展“云上”清明系列活动。

其中，文昌市消防救援支队依托
“网上祭扫服务平台”，通过向英烈默
哀、网络敬献鲜花、留言，缅怀革命英
雄；开展“线上+线下”学习讨论，大力
营造崇尚英雄、缅怀英烈、学习英模的
浓厚氛围；开展“清明缅怀先烈”专题
授课活动，进一步引导全体人员领会
英烈精神的实质内涵。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原来看别人办食品经营许可证挺
麻烦的，还要跑到县城去。早知道这么
简单，我今天就该直接带材料过来。”陵
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居民郑纪誉计划在
镇上开一家餐饮店，近日，他来到该镇便
民服务中心大厅，向工作人员咨询办证
相关程序。让他没想到的是，只需带上
4份材料，当天就可以在该大厅综合接
件窗口办妥。

这得益于陵水赋权乡镇事项落地生
效。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便民利
企，2021年12月，陵水将7项行政许可
事项和18项公共服务事项作为首批赋

权内容，通过委托或授权方式交由全县
11个乡镇办理，打通基层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海南日报记者在走访陵水各乡镇便

民服务中心时发现，所有大厅都设置“跨
镇通办”窗口，群众可以在一个窗口直接
办理其他10个乡镇的相关事项。

“我们通过采取‘跨镇通办、跨镇代
办、跨镇导办、上门代办、全程网办、掌上
易办’六种办理模式，实现赋权乡镇事项
全县跨乡镇通办。”陵水县政务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陈家宝介绍。让行政审批和政
务服务“体内循环”代替群众多地跑腿，
是陵水基层便民服务改革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陵水以开展能力提升建设

年活动为契机，聚焦基层群众办事难、多
跑腿等难题堵点，加快推进基层便民服务

“四化建设”（即基础标准化、业务规范化、
服务便利化、审监协同化），让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马上办、就近办、网上办、
一次办”等优质高效的便民服务。

陈家宝告诉记者，陵水在基层便民
服务改革中坚持全县一盘棋，建设基础
标准化，实现了场所设置、组织机构、清
单目录、印章使用的统一。目前共发放

“行政审批委托专用章”11枚，“乡镇行
政审批专用章”和“村（居）便民服务站代
收专用章”131枚。

为了让赋权乡镇事项“放得下、接得
住、办得好”，陵水坚持上下联动，推动业
务规范化，落实“一网通办”、业务指导和
制度建设工作。各乡镇统一采用海南省
政府服务网、“海易办”APP、海南省行政

审批系统开展审批服务工作，各委托授
权单位组织集中培训4次，送培训上门
60余次。

与此同时，陵水以创新为引领，通
过开展实施集中审批、证照共享、“体内
循环”以及“帮办代办”和电子指南全覆
盖，使各项服务更加便利。乡镇便民服
务中心不仅做到“一站式服务、一窗式
受理”，而且让群众办事感受到“少填信
息、少报材料、少带证件、快速办理”的
服务体验。

据了解，自开展赋权乡镇和基层便
民服务改革工作以来，陵水全县11个
乡镇共办结7208件，好评率100%，各
乡镇分别推出了“24 小时自助超市”

“帮办预约小程序”“评价后跟踪回访”
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不断优化基层营商
环境。 （本报椰林4月5日电）

陵水推进赋权乡镇与基层便民服务改革“四化”建设工作

业务跨镇通办 服务高效便民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文德志

近年来，琼海市公安局在少数民族
偏远地区积极探索便捷办理新生儿出
生落户的政策措施，并且上门办理入
户、户籍信息变更等业务，切实为群众
解难题。

与此同时，琼海市公安局不断深化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力为少数民
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办实事好事。
2021年，琼海市公安局被授予“全国民
族团结示范单位”称号。

齐心协力创建良好治安环境

长期以来，琼海市公安局将维护安
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的首要任务，注重把党和国家的民族
政策、法律法规融入执法工作中，全力创
建良好治安环境。

琼海市公安局成立西南片区联勤
中心，将巡特警、交警、刑警警力下沉至
民族地区驻勤，实施片区警务联动共治
运行模式，提升共建共治水平，增强民
族地区“打防管控”能力建设。以少数
民族地区为重点，强化动态巡控和整体
防控。

每到民族节日时，苗族等少数民族

群众经常举办一些集体文化活动。除今
年部分活动转为线上进行外，此前琼海
市公安局每年均提前筹划，主动介入，集
中优势警力，深入开展安全保卫工作，保
障各项群众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倾情做好服务群众工作

近年来，琼海市公安局从各族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立
足实际开展工作。去年以来，琼海市公
安局有针对性走访辖区群众、企事业单
位人员等1603人，开展主题宣传4300
余次，为群众办好事、实事60件。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地处偏远、
群众出行不便、办证难等问题。琼海市
公安局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组
织辖区的石壁、会山派出所设立少数民
族地区警务室3个，安排驻村民警、协勤
人员8名，做好服务群众工作。

为方便群众办事，琼海市公安局组
织交管大队，协调医疗、保险等部门，建
立“流动车管所”下乡服务机制，深入民
族地区等，为群众办理摩托车年检
39730辆次、驾驶证12943本，举办摩托
车驾驶人专场考试115场次，实现从群
众“找上门”转变为民警主动“送上门”。

（本报嘉积4月5日电）

“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单位”琼海市公安局：

优化治安环境 贴心服务群众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为充分发挥省
新能源汽车监管平台安全监管作用，进
一步掌握全省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状
态、行驶里程和充电量等情况，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近日下发相关通知，启动相关
数据接入平台工作。

为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监管，按照
工信部有关要求，我省于2021年12月
建成海南省新能源汽车监管平台，并于
2022年3月试运行结束，该平台由省工
信厅组织建设及运营管理，是国家、地
方、车企三级平台管理体系的重要一环。

根据要求，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负
责将销售至我省并在省内注册登记的新
能源汽车相关数据接入平台。按照相关

标准，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须向平台实
时传输数据共计9大类，70余项，主要
涵盖车辆的运行、充电、位置、报警等方
面的数据。

省工信厅委托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
进中心负责对接、指导和组织企业开展
数据接入工作，按要求做好平台数据保
密工作，确保企业、个人信息安全。

平台接入的车辆使用数据为我省新
能源汽车相关支持政策的一项重要依
据，未及时接入平台等情形，可能影响新
能源汽车用户申请补贴资格和补贴发
放。通知强调，有关企业要高度重视并
主动对接，行业协会要加强宣传引导，共
同确保数据按要求接入平台。

海南启动新能源汽车数据
接入省级监管平台工作
车企未及时接入可能影响用户申领补贴

本报三亚 4 月 5 日电（记者易宗
平）海南日报记者 4 月 5 日从三亚市
有关部门了解到，近期，该市积极为
高校毕业生搭建“云招聘”平台，共有
30 家企业报名参加，累计提供岗位
517个。

其中，第一场“云招聘”活动4月
15日截止，为2022年大中城市联合招

聘高校毕业生三亚旅游服务专场，提供
岗位217个。岗位包括珠宝店长、咖啡
馆品牌运营员、建筑装饰设计师等。

第二场“云招聘”活动4月16日截
止，为2022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
毕业生三亚网络招聘专场，提供岗位
300个。岗位包括隧道工程师、智能设
备技术员、工程主管等。

三亚为高校毕业生搭建“云招聘”平台

30家企业累计提供岗位逾500个

生活英语

Qingming Festival 清明节
national holiday 全国假期

Qingming Festival， which
usually falls on April 4th or
5th， is a celebration of spring，
and a time to look after the rest-
ing places of deceased ancestors。

清明节通常在4月4日或5日，是人
们外出踏青和扫墓的日子。

We have a 3-day holiday for
Qingming Festival。

我们在清明节放3天假。

green dumpling 青团
filling 填充物、馅料

I like red bean paste so
much and what is your favorite
filling？

我很喜欢红豆沙，你最喜欢哪种馅
料？

自贸英语
Exempt from import duties，

import value-added tax and con-
sumption tax on imported pro-
duction equipment for enterpris-
es' own use。

企业进口自用生产设备免征进口关
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自贸英语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
（自贸办）】

（音频/本报记者尤梦瑜 文字/本报
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何佳译）

扫 码
收听本报
记者尤梦
瑜朗读的
英语音频。

自贸英语角

文明祭扫 遥寄哀思

关注2022海南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

聚焦能力提升建设年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见行动

渔村崛起“深海科技高地”
◀上接A01版

“深海科考是技术风险极大、工作

强度极高的工作，常常要在晕船、体力
不支的情况下，完成似乎‘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阳宁说：“我们坚守的格言
是‘宁冒风险，不当逃兵’，在每一个科
考现场，大家都能凝聚在一起。”正是
这种战斗精神，开启了我国深渊科考
万米时代。

越挫越勇，屡战屡胜，得益于中科院

深海所在人才培养上率先打破“四唯”：

以业绩、实际能力和合作精神为主评价

工程技术人才；以业绩和论文水平为主

评价科研人才；以最复杂的海况和最艰
苦的实地作业锻炼科考人员，造就了一
批平均年龄只有35岁的骨干人才队伍。

实现追赶跨越
持续探索革新

科考船发动机一旦轰鸣，神秘的深
海不再是“梦想和远方”。

从三亚市区延伸向海的鹿回头半
岛上，中科院深海所不但逐渐成为国家
深海重大装备的集结地，也成为国际高
水平深海科考人才的聚集地，实现了深
海科考领域“从进入到探测到开发”“从

跟跑到并跑到局部领跑”的跨越。
享誉国际的中国“深潜院士”汪品

先认为，近半个世纪来，地球科学一项
最大的进展，是深海世界的发现。

“所有的艰难，都不会阻挡我们对
深海的向往。”阳宁说，中科院深海所已
经开始谋划新一轮的创新和变革，“我
们正在打破系统、部门和学科界线，与
国内100多家单位合作，构建‘小核心、
大网络’创新体系，为新型举国科研体
制的建立积极探索，为人类认识、保护、
开发海洋做出更多贡献。”

（新华社海口4月5日电）

海南省重点城市
空气质量日报

（2022 年 4 月 4 日 12 时—4 月 5

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8

16

13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44

41

32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老港新生
◀上接A01版

八所港的升级改造，为区域发展增
添了动能。2021年，东方市港口货物
吞吐量达1651万吨，同比增长10%；其
中八所港货物吞吐量达到1231万吨，
占比74.5%。东方市外贸货物进出口
总额67.4亿元，同比增长35.2%；外贸
货运量573万吨，增长27.5%，货运量
位居全省第二；内外贸航线超过20条。

二变：业务创新有突破
4月1日，“北金轮3号”从八所港

出发驶往洋浦，船上装载的100个集装
箱，满载着尿素与聚碳酸酯产品。

为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东方市主动作为，推动八所港开辟集装
箱业务。2020年9月，八所港以尿素

“散改集”为契机与中远海运集团合作，
开通八所至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的集
装箱支线班轮。2021年6月又成功开
通集装箱外贸航线，实现进出口货物

“零的突破”，改变了进入昌江、东方、乐
东等市县的集装箱货物只能由洋浦上
岸的市场格局，也进一步完善了八所港
港口服务功能。

“目前，集装箱货源已涵盖尿素、双
酚A、石灰石、有机肥等。”羊智说，截至

去年底，八所港共完成6044标箱吞吐
量，形成“洋浦至八所到三亚”每周一个
班轮的固定航线。

“未来东方将逐步完善八所港规
划，形成由鱼鳞洲、罗带河和高排3个
港区组成八所港的‘一港三区’总体发
展格局，同时继续改扩建标准化集装箱
码头，进一步提升八所港的货物吞吐
量。”东方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洪陆表示，
随着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建设，该市更将
加大集装箱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
一步拓展集装箱业务，做大港口经济流
量，助力东方西南部中心城市建设。

三变：谋划开通新航线
近日，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与东

方市就开通八所港至广西客货滚装轮
航线等事宜进行了交流，运行80多年
的八所港有望成为客货两用的港口。

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东方市资源
禀赋的吸引力：

内靠粤港澳大湾区，外邻亚太经济
圈的东南亚地区，是北部湾国家级城市
群重要节点城市，有突出的区位优势；

西环高铁、环岛高速、粤海铁路、
225国道、通用机场等互联互通，构成
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有优越的交通

优势；
鱼鳞洲、俄贤岭、仙居谷、金月湾、

昌化江入海口、白查船型屋等景点风景
秀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同时，东方市紧抓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重大历史机遇，将临港产业园发展、
八所港发展、东方机场建设确定为承担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三大重点任务”，紧
扣港产城一体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
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西部陆
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的“两区一节点”
战略定位，扛起海南自贸港发展的东方
担当。目前，东方市和海南港航正在积
极推动，力争今年10月开通八所至广
西钦州或北海客货滚装轮航线。

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表示，该市将
按照“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制度设
计，建设国际一流开放口岸和“二线口
岸”基础设施、监管设施和一体化信息
管理平台，以八所港为门户，向南推动
临港产业园不断壮大，大力发展临港先
进制造业；向北高水平更新改造滨海
片区，大力发展商务办公、航运服务、
涉海金融贸易、旅游消费、生活配套服
务等现代服务业；实现“一体两翼”港
产城融合发展，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重要窗口。 （本报八所4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