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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餐饮 杜绝浪费

东方多举措推进“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光盘行动 拒绝“剩”宴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石斑鱼建议要2斤，麻虾的话，1斤半就够
吃了……”12月3日12时许，正是用餐时间，在东
方市西岛红美食美客酒店一间包厢内，酒店前厅
经理邱丽正在为前来用餐的王宁等12人点餐。

听到邱丽的意见，王宁频频点头。王宁进酒
店时，酒店门口张贴的“拒绝‘剩’宴 光盘行动”
宣传海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尽管他
是宴请朋友吃饭，还是要按需就餐、适量点餐，杜
绝挥霍浪费，践行“光盘行动”。

针对12人一桌的用餐量，邱丽向他们推荐了
香炸鲨鱼干、四更牛肉等10个特色菜肴，并在海
鲜点菜上，根据人数，建议合适的斤两。“我们引
导客人适量点餐，避免浪费。”邱丽对海南日报
记者说。

吃饭过程中，邱丽和同事还推来小餐车，将
老鸡炖木瓜汤进行分餐。“采取分餐，一方面更加
卫生，提高服务质量，一方面避免客人因用餐尴
尬而造成浪费。”海南西岛红美食美客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秋颖说，“同时，每个菜品均配
有公筷和公勺，倡导文明用餐。”

餐饮接近尾声时，邱丽和同事主动为王宁一桌
打包剩菜，“一般打包后，客人都会带走。”邱丽说。

“通过张贴宣传海报、现场宣讲等多种方式，
将‘文明用餐 杜绝浪费’的理念传递到每个餐饮
店里。”东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室主任陈明
海说，今年以来，该局在全市大中小餐饮店张贴
了1200多张宣传海报，同时在日常监督检查的
过程中开展宣讲，让餐饮经营者积极引导消费者
养成按需就餐、适量点餐、剩菜打包等文明用餐
的良好习惯。 （本报八所12月4日电）

海南招商团组在日本
与多家贸促机构对接

本报讯（记者罗霞）近日，海南赴日招商团组
在日本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以及在
日中国企业协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本国际
贸易促进协会、日中经济协会等多家贸易投资促
进机构对接，开拓合作新渠道新领域，促进海南
与日本合作进一步深化。

为加快“走出去”招商，推动与日企合作有实
质性进展，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牵头会同海口
市、三亚市相关单位组成疫情以来海南首个出国
招商团组，于11月27日抵达日本，开展深度招商
推介活动。在对接多家在日机构时，海南赴日招
商团组全面介绍了海南自贸港最新政策和发展
动态，以及日本企业对接海南的三大平台渠道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日企服务中心和日
本企业集聚示范园，诚邀各机构组织会员企业来
海南实地考察调研。

在日中国企业协会副会长鞠文永表示，将为
海南在日招商推介活动做好牵线搭桥、资源对接
等工作，与海南相关单位一同，积极推动中日经
贸交流合作。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相关负责人说，非常
高兴能通过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增进对海南的了
解。“我们早已关注到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优势，计
划组织会员企业到海南考察。”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
国际经济发展局将积极巩固交流成果，通过日常
信息互动，联合举办活动、商业培训，开展商务互
访等方式，与各机构增强互信、拓展合作，共同促
进中日经贸往来，实现合作共赢。

■ 本报记者 孙慧

近日，定安县定城镇劳动局宿舍
小区居民杨来兴带着孙子到小区楼
下。孙子和小伙伴一起在小区里骑车
玩耍，杨来兴便和邻居们围坐在石桌
旁聊天。“我们小区改造前，这片活动
场所被占用种菜或是养鸡鸭，污水横
流蚊子多，我哪敢带小孩子下来玩。
现在改造好了，我们每天都会下楼来
活动活动，锻炼身体。”

居民小区是城镇的基础单元，
不少老旧小区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历经岁月留痕，出现下雨漏水、环境
杂乱、电线乱飞等居住基础设施老
化的“顽疾”，成为不少城市居民的
一个“心病”。自2019年以来，我省
对全省城镇老旧小区进行摸底排
查，各市县积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加快城区更新步伐，进一步提
升居民生活品质。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涉及千头万
绪，其中居民需求摆在首位。我省要
求每个小区在改造前要广泛听取居民
意见，围绕居住需求和改造资金规模
来制定改造清单，改造清单和流程要
对外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我们小区改造前最大的问题是
楼体墙面老化渗水，我们业主强烈要
求重新做墙面防水，还有把窗户更换
掉，不要一下雨就漏水。”琼海市嘉积
镇供销社集资楼住宅小区业主雷红蝶
说，老旧小区改造是惠民项目，为方便
改造施工，该小区业主出去租房居住
了一个月，积极配合政府做好小区改
造工作。

一些市县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
因地制宜，因“区”施策，实施连片（单

元）城市更新改造，补齐公共服务设施
缺失，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居民的生活
获得感。

位于定安县定城镇人民南路的
检察院小区始建于1986年，整个小
区仅有3栋44户。针对人民南路老
旧小区面积小、数量多特点，定安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包括检察院小
区在内的9个老旧小区连片打包为
一个改造项目，共同推进屋顶防水、
更换给水管、改造排水管道、硬化小
区道路等改造内容。“改造后环境美
观了，道路、排污、防水等基础设施全
都弄好了，大家都很满意。”检察院小
区居民许育港说。

老旧小区不仅要完善“硬设施”，
还要优化“软服务”。一些市县借助老
旧小区实施改造，引导小区业主成立
业主委员会、议事堂等业主自治组织，

或是引入物业公司管理，探索建立老
旧小区长效管理机制。

“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议事堂等
自治组织，以联席会议形式共商小区
建设管理事宜，实现小区共建共治共
享。”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街道办事处负
责老旧小区改造的工作人员符明星
说，难以发动业主广泛参与成了老旧
小区改造的瓶颈之一，海府街道办事
处充分利用小区的物业管理处、业主
委员会、议事堂等组织，把业主聚拢在
一起，共同推动小区改造和后期管理
工作。

一些“三无”（无物业、无主管部
门、无人防物防）老旧小区，改造升级
后如何维护公共设施和环境卫生成为
难题。2021年，五指山市在我省率先
试点成立国有资本物业公司，对改造
后的老旧小区统一打包委托给物业公

司，实施专业化物业管理。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
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
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
居、韧性、智慧城市。我省将继续大力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助力城市更
新建设，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开
创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

今年全省计划改造610个老旧小
区，截至10月底已全部开工建设。自
2019年以来，我省已推进2061个老旧
小区实施改造升级，有21.21万户居民
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一头连着民生，一
头连着发展，老旧小区改造逐步成为百
姓“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工程。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

我省4年推进2061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更新，21.21万户居民改善了居住条件——

“改”出幸福感 造出新生活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韩锋

“线上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挺简
单的，我申请不到3天就通过了，买
房这件事情算是办完了，我就等着收
房入住了。”近日，海口市民陈音韵通
过海易办APP向海口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局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办理业
务，全程业务都在线上办理，从接受
贷款申请到审批通过，整个业务审批
流程仅3天办结。

10月29日，省住房公积金管理
局上线贷款不见面审批系统，该贷款
不见面系统从10月31日开始在海口
市试运行，截至12月2日，我省累计办

理不见面审批贷款业务222笔，线上
签约电子协议1837份，成功联网自动
办理抵押并发放贷款83笔，其中最快
办理的一笔贷款耗时仅一天。

“我们这个贷款不见面审批系统
上线后，购房贷款业务办理平均时限
从20个工作日缩短至5个工作日内
办结，老百姓以后购房贷款更方便、
更省心。”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贷款
管理处处长卢晓舟说。

办理时限能从20个工作日缩短
至5个工作日，并且全程网办不用线
下跑动递交材料，这是怎么做到的？

在以往，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办
理涉及购房合同、征信报告、家庭情

况、房产抵押等多项数据信息的确认，
贷款职工需要跑多个部门递交材料。
不见面审批系统上线后，一是房企、银
行、住房公积金部门和不动产登记部
门实现数据共享互认，职工所有贷款
业务信息都在线上系统共享确认，不
用线下跑动，二是业务流程全程网办，
行政部门和金融单位的电子合同、电
子签章等共享共用，实现移动端自主
贷款申请、线上同步审批、视频三方面
签和靶向放款，政企服务高效协同，三
是通过区块链技术将职工的贷款申
请、合同签订、视频面签实时加密存
储，以此存证数据提供司法保障。

“不见面审批模式最大的创新

点，也是最大的难点在于需要多个部
门共同实现全程线上数据同源、信息
共享、业务联动，我们在改革探索过
程中克服了监管、数据共享、系统对
接和业务标准等各方面困难才实现
了这个目标。”卢晓舟介绍，该不见面
审批业务模式改革是全国首个由公
积金管理部门牵头，实现公安、人行、
住建、资规、不动产、发改委、卫健委、
民政、税务、社保、大数据局、市场监
管局和商业银行等29个单位之间以
数据共享、证照互认及业务系统对
接，实现“住房贷款一件事一次办”的
政务服务融合创新。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

我省住房公积金贷款线上“不见面”审批，缩至5个工作日——

业务审批“不见面”购房贷款更便捷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报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万名干部下企
业”服务行动第五次调度会上获悉，
截至目前，全省共计派出助企干部约

9500名，服务近9000家企业，“万名
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推动有力有
序，取得一定成效。

据介绍，目前，省、市（县）已解决
约2600个问题，所服务的企业复工
复产率接近100%。抽样调查数据显
示，全省约68%企业满产率在60%以

上，省重点在建项目人员到岗率约
95%。自贸港重点园区在建项目加
快施工。

会议要求，各市县专班、各省级
服务组要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
继续做好服务行动工作，对已经梳
理出来但尚未解决的问题进一步深

化研究，增强解决力度，探索解决的
新路径，争取在12月份研究一批、
攻坚一批、解决一批，形成“万名干
部下企业”服务行动比学赶超氛围，
让企业感受到全省营商环境切切实
实在更好、更规范的方向上不断地
变化。

“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共派出助企干部约9500名

所服务的企业复工复产率接近100%
万名干部下企业

一线直击

海南昌江核电基地“玲龙一号”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通用设计审查的第三代模块
式小堆，创新核能应用场景，具备核能发电、供热、制冷、海水淡化等多用途功能。作为全球首堆，工程
于2021年7月13日开工，计划总工期58个月，计划2026年投入商运。

目前，“玲龙一号”已进入土建施工高峰，项目管理团队系统性采取资源保障协调、技术方案优化、
施工风险推演、验收活动标准化、交叉协同施工、现场网格化管理以及党建联建攻坚等组合管理措施，
组织开展24小时倒班施工，目前已经提前完成反应堆厂房+3.5米板结构施工，常规岛±0米板结构正
在收尾，工程里程碑节点均提前完成，安全质量全面受控，保障“玲龙一号”稳步有序推进。

海南昌江核电基地“玲龙一号”进入土建施工高峰 ①俯瞰昌江核电基地“玲龙一号”反
应堆厂房钢制安全壳筒体。

②近日，在昌江核电基地“玲龙一
号”工程建设现场，工人绑扎钢筋。

③工作人员比对施工图纸。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海南自由贸易港
境外投资招商指南》发布

本报讯（记者罗霞）近日，由省商务
厅编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境外投资招
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发布。《指
南》聚焦境外投资方向，对海南自由贸
易港政策等进行解析，实例展示政策
应用场景，为海南商事主体从事境外
投资提供指引，助力企业用足用好海
南自贸港政策、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

《指南》分“为什么选择海南”“投
资形式及核准/备案流程”“三大产业
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免税优惠”“实例参
考”四大部分。《指南》指出，《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台，政策落地
见效，极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生效实施，为海南自由贸易港
对外投资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与便利。

《指南》就投资形式、公司注册流
程、境外投资核准/备案流程等进行了
详细介绍。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
确，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其
2025年前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
得，免征企业所得税。《指南》从法定条
件、情景演示等方面介绍了“三大产业境
外直接投资所得免税优惠”相关情况。

目前，我省已有企业享受“新增境外
直接投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政策优
惠。《指南》专门介绍了海南某游戏公司
和海南某医疗器械贸易公司开展境外投
资业务，并享受“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
免征企业所得税”政策优惠情况。

我省首个天然气热电联产
项目机组成功并网发电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林萃）12月1日
20时26分，华能洋浦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一套
机组首次并网发电一次成功，各系统状态良好、
参数正常，机组设备运行平稳，具备带负荷运行
能力。这标志着我省首个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
和最大的清洁能源集中供热项目即将投入商业
运行，对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岛、提升海南自贸港
电力和热力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华能洋浦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以天
然气为燃料，采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方式实现
绿色低碳能源供给，能源利用率比常规火电机组
提高30%以上。项目两套热电联产机组投产后，
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 40亿千瓦时，供热能力
1038万吉焦，年产值最高可达28亿元，每年节约
标准煤约27.8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75.3万吨、氮
氧化物1449吨，能有效降低我省单位GDP能耗。

该项目也是我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一
期工程总投资27.12亿元，建设2台495兆瓦9F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机组，并采用华能
集团自主科技攻关的“睿渥”DCS控制系统，配套
建设供热管网。项目还采用建筑光伏一体化技
术，并依托华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
术，同步建设利用燃气烟气实现每年2000吨碳
捕集的示范装置，助力海南“双碳”目标实现。同
时，该项目还采用国内首个并列式可抽凝和可背
压运行汽轮机的直流冷却供水系统、国内首个采
用尿素直喷技术的中位大平台燃机项目，大大提
高系统运行可靠性、灵活性和经济性。

自2020年12月28日开工建设以来，华能洋
浦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攻克了一系列施工技术难
题，以及疫情给设备制造运输、施工力量组织带来
的困难挑战。尤其是今年，1100余名管理和施工
人员封闭管理近3个月时间，放弃休假，24小时倒
班作业，战胜了物资运输难、原材料停供等困难，
采取超常规措施追回被疫情耽误的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