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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情况：海南弘园置
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安居
房项目，办理施工许可证存
在困难，影响项目动工建设。

解决进展：临高县采取
超常规举措，进一步优化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的办理流程，助力企业实
现其雅苑小区、瑞苑小区
安居房项目分阶段办理施
工许可证，有效缩减办证
审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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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餐饮 杜绝浪费

万名干部下企业

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记者
周钰）11月17日，《海南日报》大征
订宣传片《看见》全网上线，全片以

“看见”为核心关键词，以海南日报
记者的采访活动为主线，透过记者
的视角，集中阐释了“《海南日报》与
海南共成长”这一精神内核。

《海南日报》作为中共海南省委
机关报，忠实地记录了海南的“成
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鼓与呼。该
宣传片从四个方面向大家展示了

“党报里有政策方针”“党报里有真
知灼见”“党报里有实践指南”“党报
里有精神家园”等内容，读者能够看
到，一叠叠油墨留香的新闻纸里，有
故事，有思辨，更有情怀！

该宣传片里，出现了党员干部、
企业家、护林员等不同群体的身影，
他们既是海南自贸港的建设者，也
是海南日报的忠实读者，展现了《海
南日报》始终与公众站在一起，宣传
党的主张，回应人民关切，成为指导
工作实践的重要“武器”。

宣传片全网上线后引发了网
友的共鸣与热议，也正是因为读者
们一直以来的厚爱和支持，《海南
日报》才能让正能量更强劲，让主
旋律更高昂，让海南奋进的足音
更铿锵！2023年，《海南日报》想
与您天天相见！订报服务热线：
66810505/66810755。

➡《海南日报》大征订宣传片
《看见》视频截图。

文昌全面铺开文明餐桌行动

量“胃”而行，
文明装进餐盘里

本报文城11月17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郑晶晶）11月17日，在文昌市委大院食堂的自助
取餐桌前，前来用餐的工作人员正有序排队打
饭。各类菜品散发着诱人香气，“按量取食 杜绝
浪费”的桌牌就摆放在一旁。

“现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吃多少就拿多
少，少量多拿，避免浪费。”文昌市旅文局工作人员
连晓雨说，过去食堂采用的是窗口打饭的方式，饭
菜的量不由自己控制，容易造成浪费，“每个人饭
量不一样，现在自助取餐的模式，能够很好地避免
浪费。”

连晓雨说，食堂里不光是取餐方式改变了，随
处可见的宣传标语也时时提醒着大家节俭用餐。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文昌市委大院食堂餐桌
上摆放着“文明餐桌公约”小桌牌，上面写着“文明
用餐 节俭惜福”“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墙
面上，“厉行节俭 反对浪费”的海报被贴在最显眼
的位置。售卖小吃的窗口上，也贴着“珍惜粮食”
的图片。

“餐饮浪费让人痛心，这两年文昌在不断宣传
珍惜粮食的必要性，倡导‘光盘行动’，大家都会主
动节粮惜粮，厉行勤俭节约。”文昌市志愿服务指
导中心主任陈辉学说。

文昌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室有关负责人表
示，为了制止餐饮浪费，当前文昌在全市开展“反
对浪费、崇尚节约”“光盘行动”等文明行动。首先
是倡导各党政机关及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发挥党
员干部表率作用，文明餐饮、适度消费，反对大摆
筵席、铺张攀比、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

在餐饮企业、宾馆饭店等单位，文昌全面铺开
文明餐桌行动，张贴“文明餐桌牌”，提醒消费者适
量点餐、理性消费，并主动提供“半份菜”“小盘菜”
等点餐服务及剩饭剩菜打包服务。

为了让制止餐饮浪费工作落到实处，文昌还
将文明餐桌行动与餐饮单位量化分级评定挂钩。
通过树立一批效果明显、作用突出的先进单位，更
好地激励餐饮单位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海南日报》大征订宣传片全网上线

看见，凝聚力量

借自贸港金融开放政策吸引企业落地

海口江东新区一个月内
新增3家商业保理公司

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曹柳）海南日报记者11月17日从海口江东新区
管理局获悉，自10月19日以来，中逸（海南）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海南盛融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文景
商业保理（海南）有限公司相继落户江东新区。仅
一个月的时间，海口江东新区就吸引了3家保理
公司入园，这是该园区借力自贸港金融开放政策
吸引企业落地的成果。

今年6月，我省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海口建设
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的意见》，提出支持商业保
理公司合规发展。江东新区作为省重点园区之
一，聚焦新金融等“4+X”产业大力招商引资，根
据产业发展要求，找准新金融发展动力来源，借力
自贸港金融开放政策，为保理公司设立提供全流
程高效服务，大力招引保理公司落户。

接下来，江东新区还将持续发力，吸引更多
重量级核心企业来江东新区设立商业保理公司
或加大投资力度，全力打造保理行业聚集区。
鼓励商业保理公司围绕客户需求创新业务模
式、优化业务流程，为企业提供更好的供应链金
融服务。

我省公安集中打击
“代理退保”违法犯罪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

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记者良
子）海南日报记者11月17日从省公安
厅获悉，我省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为期3
个月的集中打击“代理退保”黑产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代理退保”黑产相关违法犯罪线索。
举报重点：一是“代理退保”黑产

组织或个人信息、电话、微信、地址等
相关线索；二是“代理退保”黑产组织
或个人教唆、诱导消费者签订的代理
退保协议、电话录音、转账记录等相
关线索；三是“代理退保”黑产组织或
个人发布的“代
理退保”黑产虚
假宣传等相关线
索。举报方式：
直接到当地公安
机关刑侦部门进
行举报；通过各
地公安机关举报
电话进行举报。

扫码看我省
各市县举报电话。

临高分阶段为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采取超常规举措助力项目建设

“分步走”办证“踩油门”开工
■ 本报记者 李豌 张文君

“感谢政府部门帮我们抢了一个多
月的工期。现在雅苑、瑞苑两个安居房
项目，一共8栋楼的基坑支护和土方开
挖工作目前差不多完成了。”11月17
日，临高县雅苑、瑞苑安居房项目外联
组组长、海南弘园置业有限公司综合部
部长叶浩高兴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原计划两个安居房项目的规划
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在今年8月办完，
9月进场施工，但受疫情影响，证件办
理延期到11月底，工期也延迟了。”叶
浩介绍，安居房项目工期为2年，2024
年3月为最终交房期限，工期紧张。

临高县“百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
动的开展为安居房项目的推进带来了

转机。9月22日，驻企干部、临高县
住建局房产管理室负责人邓平正来到
负责开发这两个安居房项目的海南弘
园置业有限公司，和企业面对面座谈。

座谈会上，企业相关负责人向邓
平正反映，企业最大的困难是“证件办
不下来，项目没办法开工”。

“今年9月，省住建厅发布了《关
于推行分阶段办理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的通知》，但县里还没有推进这
块业务，正好可以结合企业需求，推动
这项工作落地实施。”邓平正提前了解
了关于安居房项目的政策，听到企业
的需求后，很快就有了想法，“联系相
关职能部门，推行‘以函代证’的方式
核发施工许可证，让建设单位先办理

‘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阶段的证件，

推进项目开工建设。”
9月26日，临高县工程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
准予雅苑小区、瑞苑小区安居房项目基
坑支护和土方开挖施工许可的函》。发
布函件后第二天，雅苑、瑞苑安居房项
目顺利开启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工作。

“企业拿到函件就等于拿到了第
一阶段的施工许可证，这也是临高县
开出的第一张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
证。”临高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
绍，这一举措的落地将有效缩短办证
审批时间，帮助企业真正实现“拿地即
开工”。

这个实际案例也推动了分阶段办
理房屋建筑工程许可证政策在临高落

地。10月11日，临高县工程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关于推行分阶段办理房屋建筑工程
许可证的通知》。

在与企业沟通时，邓平正还了解
到企业申报规划许可证时，需缴纳约
300万元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但
受疫情影响，企业在缴纳费用上存在
困难。根据我省有关规定，他协调多
个部门，为企业申请了半年的缓缴期。

11月10日，在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暂缓缴纳的情况下，海南弘园置
业有限公司拿到了雅苑、瑞苑安居房
项目的规划许可证。“11月底拿到施
工许可证后，安居房项目就能全面开
工建设了！”叶浩说。

（本报临城11月17日电）

“万城·大茂站”就业驿站揭牌

万宁4家就业驿站
向公众开放服务

本报万城11月17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程子扬）11月16日，海
南就业驿站“万城·大茂站”在万宁
市大茂镇揭牌运营，成为万宁第四
家对公众开放的就业驿站。

目前，万宁市已揭牌运营礼纪、
和乐、长丰、“万城·大茂”4 家就业
驿站。“万城·大茂”就业驿站位于万
宁市的中心地带，所在地区人口密
集，运营后将以万城镇、大茂镇为支
点，为广大用人单位和城乡居民提
供政策宣传、求职、招聘、技能提升、
法律咨询、劳动维权、生活休闲等综
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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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酬制来到了我们小区！”近期，随
着海南省信酬制小区公益孵化中心在海
口市帝景海岸小区揭牌，为期两年、惠及
全省10万家庭30余万居民的大型公益
服务活动正式启动。试点信酬制化解物
业管理难题，是海南省业主委员会协会
升级社区服务模式、推动共建共治共享
的创新之举，也是省委统战部推动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服务社区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
展开，涌现出大量的新领域、新业态，凝
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力量十分重要。
省委统战部着力探索将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的新路径，健全完
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不断汇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共
识、人心、智慧和力量，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添砖加瓦。

筑同心，激发向上力量

坚持以人为本，健全组织，精准分
类，不断增强代表人士的身份认同感和
组织归属感，是省委统战部团结、服务新
的社会阶层的重要着力点。

近期，省委统战部召开海南省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全体会
议，提出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平台，
丰富活动载体，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搭

建施展才华抱负的舞台，传递党的关怀
与温暖，激励大家将个人理想融入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崇高事业中。

自推动海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谊会于2018年底成立以来，省委统战部
持续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比较密集的行
业组织和企业设立天涯同心工作站和实
践示范基地，让各行各业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找到了温馨的“家”。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
今天的美好生活。一场意义特殊的红色
之旅，让我重温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感
受村民生活的今昔巨变。我要认真学习
党的历史，从中汲取前进力量。”省新联会
副会长丁锐与40余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参观白沙起义纪念园，感受红色历史的温
润，经受红色精神的洗礼，内心感慨万千。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心中有了理想信
念，脚下便有了力量，前进便有了方向。
近年来，省委统战部依托省内丰富的红
色教育资源，结合“凝聚新力量·筑梦新
时代”主题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
动，引导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爱国、诚
信、奉献。

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走进定安县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重温红色记
忆；邀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前往文昌市
宋氏祖居，观看“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
龄史迹展；连续两年组织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参与中央统战部“寻美中国”系列活
动、打造“寻美海南”活动品牌，鼓励他们
通过镜头记录时代发展，用网络书写生
活变化……在省委统战部的指导下，随
着各项学习教育活动的开展，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深入了解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砺担当，展现服务风采

在海口，有这样一位常年乐为小区居
民排忧解难的热心人，他就是海南省业主
委员会协会会长肖江涛。多年来，作为一
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肖江涛积极参与社
区公益事业，依托业主委员会协会平台，
联合各小区业主委员会有效解决民众的

“急难愁盼”，被众多居民称道。
回顾这些年的探索，肖江涛不禁感

慨：“我们在服务社区治理和调解物业矛
盾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在省委统战部主
动靠前协调下，省业主委员会协会工作
不断深入，并创立‘信酬制’这一新的物
业服务管理模式。”

寓思想引领于帮助服务，解决实际
问题，打通堵点难点……不断优化的发
展环境，日益浓厚的创业氛围，激发着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担当自觉、服务热
情。近年来，在我省各地统战部门的积

极引导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自由贸易港高质
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全省抗击“0801”新冠肺炎疫情
中，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或融入一线，
或下沉社区，或后方支援，以实际行动展
现了责任担当。在此前的疫情防控工作
中，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贡献力
量，累计捐赠抗疫物资价值200余万元，
并创作了众多抗疫主题作品，有效助力
打赢疫情防控战。

开展各类专题调研，为党委和政府
科学决策提供建设性建议；下乡进村开

展乡村振兴、普法宣讲等实践服务活动，
为村民送上急需的专业知识；注册成立
志愿服务队，组织慰问患有自闭症的儿
童、看望抗美援朝老兵等公益活动，捐赠
轮椅车、课桌椅等爱心物资……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发挥专业优势服务社会的同
时，也让自身获得了锻炼成长，树立了良
好社会形象，传播了正能量。

“没有党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
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就没有今天中国专
业服务行业的春天。”近年来，新的社会
阶层代表人士、三亚中泰瑞会计师事务
所所长张先云带领事务所团队成员，提

升行业服务能力与水平，发挥专业优势，
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中。“我们将通过组织更多活动凝
聚人心、汇聚力量，让大家积极投身自贸
港建设一线，施展才华与抱负。”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的社会
阶层肩负光荣使命。展望未来，全省统
战系统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围
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持续发挥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的特长优势，在建言献策、
乡村振兴、服务社会、基层治理等方面为
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
量。 （撰文/沈安珈 何光兴）

汇聚“新”力量 共建自贸港
省委统战部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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