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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7月13日上午，在三亚市吉阳区下新村
文化室，由三亚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组织的防
溺水安全教育课正在进行，20多名孩子认真
绘制防溺水手抄报。

暑期来临，像这样的安全教育课在全省
各地陆续开展，防范和遏制未成年人溺水事
故发生，呵护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

近年来，海南不断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服
务体系，推动全省儿童福利与未成年人保护
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引导全社会树立关
心、爱护未成年人的良好风尚，持续筑牢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底线，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创造有利条件。

织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网络

6月22日，一场未成年人保护主题系列
活动在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桂林社区开
展，社工组织开展未成年人心理支持服务、
未成年人保护志愿宣讲课堂、儿童手工坊等
多种活动。

家住琼山区的谢莉带着5岁儿子报名
参加了儿童手工坊，在社工的指导下，母子
俩在拼盘上用水果模拟出火箭发射的场景，

“参加活动很有收获，孩子特别开心，希望以
后还能继续办这样的活动。”

桂林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伯龙介绍，社区
不断优化服务平台，通过调查问卷等形式，
对被服务对象和载体进行分类，整合资源为
广大未成年人提供保障点和落脚点。

近年来，海南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持续加
强：省公安厅落实旅馆业接待未成年人入住

“五必须”，制定中小学生交通安全防护“九
条措施”；省旅文厅持续加强对出版印刷市
场和学校周边文化市场执法力度，净化校园
周边文化环境；省卫生健康委推进母婴设施
建设，全省配置公共场所母婴设施126个，
配置率达128%；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儿
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

海南持续开展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社会活动和服务，形成了关心关爱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

互联网是青少年群体获取信息、认识世
界的重要途径。2021年，省网信办组织开
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暑期未成年人网络
环境整治等专项整治，共清理淫秽色情、低
俗庸俗、封建迷信、暴力恐怖等有害信息
60703条，注销相关有害账号23639个，166
款传播不良文化APP列入黑名单管理，网络
保护有力有效。

海南还将持续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通过进一步健全完善“青少年模式”、实行不
良APP黑名单管理等方式，进一步隔离各类
不良网络信息，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安
全网”和“防火墙”。

为更好统筹推动未成年人保护事业高
质量发展，海南成立了以省政府分管副省长
为组长，省委宣传部等33个单位为成员的
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
督促指导全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并推动实
现全省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全
覆盖。

兜住未成年人保障底线

“我正在学理发，毕业后就能工作挣

钱。”近日，澄迈县老城镇的阿龙在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阿龙今年17岁，是一
名孤儿，在政府保障政策的支持下，他顺利
进入职校学技术。同时，对于阿龙的个人情
况，他所在村的村委会工作人员通过家访等
方式实时跟踪。

近年来，海南从制度保障、兜底救助、关
爱保护等多方面入手，不断加强儿童福利和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通过开展儿童福利保
障提标工程，全省机构集中供养和社会散居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从每人每月1450元
和1050元，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1750元和
1350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
标准从每人每月10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1350元。

“提标”后，海南省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水平已达到全国中上水
平。截至目前，海南民政部门为全省695名
孤儿、1729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12810名
困境儿童按时足额发放生活补贴。

此外，儿童福利机构区域布局也进一步
优化。海南在海口、三亚、儋州、琼海等地推
进“养治教康+社会工作”一体化区域性儿童
福利机构建设，非区域性儿童福利机构转型
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省各
市县均已设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实现
全覆盖，确保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有人负责、
有场地使用、有经费保障。

推动未保事业迈上新台阶

2月 15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开

展“暖阳元宵 护航希望”困难儿童筑梦游
学活动，为包括10多位孤儿在内的30位
困难儿童送上书本及文具用品等爱心礼
包，还组织他们及其监护人到富力海洋欢
乐世界游玩研学。

该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在元宵节举办游
学活动，旨在让孩子们在游学中获取知识、
培养兴趣、快乐成长，帮助他们更好地树立
起爱生活、爱社会、爱大家的意识。

目前，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事业已
经进入发展新阶段。海南将进一步强化未
成年人关爱保护，全面推进全省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省儿童福利与未
成年人保护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海
南将抓好试点示范工作，扎实推动全国未成
年人保护示范县、未保站试点、儿童友好城
市的创建工作。

同时，海南将进一步完善市、县（区）未
成年人保护中心服务功能，加快推进乡镇
（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和村（居）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室建设，构建四级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网络，到2023年，乡镇（街道）未保工
作站实现全覆盖。

据介绍，目前海南基层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新格局已初步建成，共建成18个市县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43个乡镇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站，配备乡镇儿童督导员228
名、村（居）儿童主任3196名，实现镇镇有
儿童督导员，村村有儿童主任，初步建立
一支有爱心、有责任心、有能力的基层儿
童工作队伍，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强
大合力。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

日前，海南国际设计岛新闻发布会透露，我省将
重点实施“四个五”工程，力争到2035年，打造形成
区域集中、产业集聚、生态开放、特色鲜明、深度融
合、具有高度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的海南国际设计
岛，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亮点和名片。一个个高
度契合海南高质量发展实际的生动愿景，令人振奋，
更让人充满期待。

设计，这个看似遥远的概念，其实早已渗透生活场
景的方方面面。小到一杯一盏的造型，大到整个社会
的规划建设，无一不融入了设计的智慧。细数设计产
业的特点，高创新性、高附加值、高融合性，并且零污
染、低消耗、高产出，不难看出，设计产业既是激发创新
活力的载体，也是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建设
海南国际设计岛，打造面向全球开放的设计产业体系，
将为创新驱动下的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新动力、注入
新内涵，也将为海南争当“双碳”工作优等生，建设生态
一流、绿色低碳的自由贸易港提供更多新路径。

源源不断的创意和灵感，是设计产业的灵魂，海
南在这方面有着诸多优势。无论是美丽的滨海沙
滩、热带雨林，还是独特的红色文化、黎苗风情，这些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多元的人文元素，都为
设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创意源泉和文化底
蕴。当“先天”优势有了政策加持，海南探索“设计”
的步伐明显加快。2018年以来，特别是《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建设海南国际设计
岛”之后，海南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有序推进，让
海南国际设计岛构想落地，雏形初显。如今，江东新
区“国际设计港”已吸引20多家国内外优质设计单
位入驻，一系列国际设计论坛及赛事活动在海南如
火如荼，初步形成集聚效应。展会旺、比赛火，点燃
的不只是海南创意与艺术的璀璨花火，更为设计产
业的起航聚拢了人气、积蓄了人才力量。

但设计产业并非新兴行业，对于“设计”的关注，
海南起步较晚。如今整装待发，如何将资源禀赋转化
为设计产业的发展动能，海南面临诸多挑战。比如，
海南设计产业基础薄弱。与国内外已拥有众多知名

“设计之都”的地区相比，海南设计产业体量小，产业
集聚化、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水平较低，设计专业人才严重缺乏，
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竞争力亟需提升。作为设计产业的“后起之
秀”，海南只有找准突破口、关键点、着力点，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
升，才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匹配自由贸易港发展定位和要求。

找准建设海南国际设计岛的突破口，要紧扣“海南”和“国际”
两个关键词，用具有海南特色的、国际化的设计，点亮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这一新名片。一方面，要打好“海南牌”，用海南特色讲好

“海南设计”。可立足于自身特色，以本土文化为根基，将设计产业
融入海南四大主导产业，提升设计对海南重点产业的赋能作用，比
如，可打造“设计+”旅游、“设计+”热带农业、“设计+”消费、“设
计+”海洋文化等系列新业态，用海南特色赋能设计产业高质量发
展。另一方面，要有“国际范”，抢抓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政策红利，
充分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点的区位优势，吸引国际知名设计
企业在海南设立区域总部或分支机构，广泛集聚国际多元化设计
要素，打造全球开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设计中心。

成事之要，关键在人。有了好的规划，更要有好的人才。尤其
是设计产业发展，更加突出创造性，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唯有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设计人才，方能实现智慧资本向发展动力
转化，加快推进海南国际设计岛建设。比如，可充分利用国际合作
办学优势，争取引进国内外设计类学校，并支持省内高校加强设计
学科硕士点、博士点筹建，逐步完善设计人才培育体系，同时，要充
分发挥政策优势，进一步畅通国内外设计人才来琼工作渠道。

当设计与“岛”相遇，在创新驱动下的自由贸易港建设，必将激
发出蓬勃新机遇、澎湃新动力，让海南成为国际设计产业的荟萃地
和创意港，点亮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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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博物馆开馆
本报永兴岛7月21日电（记者刘操）7月20日，西沙博物馆

在三沙市永兴岛开馆。
据了解，西沙博物馆共有“千里长沙，大美群岛”“七彩迷境，西

沙宝藏”“护岛爱海，和谐永续”等三个展区，展出标本1000余件，
通过名称由来、历史文献资料、多媒体影像等，充分展现了三沙的
大美景色。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项目平台预计12月运到东方海域，特
申请在八所中心渔港附近给予一定的临时
用地配套支持。”7月20日下午3时许，在东
方市委开展的“政企面对面 服务心贴心”下
午茶活动上，东方鑫环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宁直接抛出了企业诉求。

当天，王宁是带着“任务”来的。该公司
于今年2月在东方感城镇海域开工建设“鑫
环1号”深水智能网箱项目，总造价6000多
万元，是集深水养殖、育苗、休闲垂钓、旅游

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项目。但项目在
推进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让他颇为焦虑。

“感恩港目前处于规划建设阶段，建设
期较长，暂时无法满足我们的项目建设需
求，特别需要八所中心渔港附近给予临时用
地配套支持”“项目一期建设需要陆上土地，
急需解决项目陆地配套问题”……活动上，
王宁一一道出了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

企业“点单”，政府现场“接单”。“企业拟选
址的位置目前还未纳入开发边界，待确定更详
细的用地需求后，再调整规划。我们会积极跟
踪对接，推进解决项目陆地配套问题。”东方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说。
一旁的东方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立即表示，由于八所中心渔港目前正在建设
中，短期内无法满足企业需求，但是会跟踪
协调，做好服务。

得到政府部门及时回应后，王宁心里踏
实不少。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边喝下午茶边聊
天的方式营造了相对轻松、自在的氛围，也
让企业家们不再拘束，直奔主题表明诉求。

当天，东方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各主要
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金融机构代表参

加活动，面对面与企业交心，会诊企业的“疑
难杂症”，助企纾困。东方鑫环海洋科技有
限公司等9家企业到场，提出的诉求涉及项
目用地、规划调整、金融贴息等各方面。

此次活动是东方开展“政企面对面 服
务心贴心”系列活动之一。当天活动现场，
东方市政府负责人要求各职能部门主动认
领，主动服务，能解决的尽快解决，无法解决
的，及时反馈。同时，要全力以赴解决企业
生产经营中的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持续
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本报八所7月21日电）

东方开展“政企面对面 服务心贴心”活动，为企业纾困解难

真心真情架起政企沟通连心桥

我省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效能大幅提升

低保审核确认权限
压缩至22个工作日

本报营根7月21日电（记者刘操）海南日报记者7月21日从
全省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经验交流会上获悉，今年以来，省
民政厅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低保、特困、临时救助、低保边缘家庭认
定审核确认权限按程序下放，压缩社会救助审核确认层级，建立了
乡镇（街道）审核确认，市县民政局事中、事后监管新模式。

权限下放后，我省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效能大幅提升，低保审核
确认权限由45个工作日压缩至22个工作日，显著提升了群众办
事体验。其中，海口市对审理流程再优化，大力提升救助时效，将
救助办理时限从33个工作日压缩至20个工作日。琼海市设立了
村级救助站，让困难群众“只跑一次、一次办好”，从申请到确认，原
来41个工作日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24个工作日办结。

今年是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第一年。省民政厅要求，各
市县民政部门要通过持续的强监管倒逼乡镇（街道）提高工作水平。

乘电梯时，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时，进
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
所时，应佩戴口罩。

手脏后，要洗手；
做饭前，餐饮前，便前，
护理老人、儿童和病人
前，触摸口鼻和眼睛
前，要洗手或手消毒。

排队、付款、交
谈、运动、参观、购物
时，要保持1米以上社
交距离。

提倡勤开窗通
风，每日开窗通风
2～3 次，每次 20～
30 分钟。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为进一步巩固抗疫成果，防止疫情反弹，公众疫情防控的意识仍需进一步提升。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这些公民防疫行为准则请记好。

防疫意识不能少 这些准则要记好

本组海报设计/陈海冰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马珂

海南织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网络，持续筑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底线

让温暖关爱惠及更多孩子

又一抗侵袭性真菌药物
落地乐城

本报博鳌7月21日电（见习记者陈子仪 通讯员陈考坛）7月
20日，注射用两性霉素B脂质体在博鳌超级医院开出国内首张处
方，实现国内首次使用。这标志着又一抗侵袭性真菌药物通过“先
行先试”渠道进入中国，为有需要的临床医生和患者带来广谱、强
效、安全、简便的疗法新选择。

据介绍，注射用两性霉素B脂质体主要用于侵袭性真菌病，
因其具有强效、广谱的抗菌活性，以及耐药率低、安全性良好等
治疗优势，是国内外权威指南一致推荐的用于发热性中性粒细
胞减少症经验治疗或抢先治疗，以及侵袭性真菌感染目标治疗
的抗真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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