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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慧

“经过你们协调提供的水文资
料和专业指导，我们在项目进水口
的施工围堰区域设立了临时水尺，
调整了围堰高程，确保施工现场不
进水，安全度过了汛期。”12月8日
上午，在白沙西部地区供水工程施
工现场，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
有限公司白沙西部地区供水工程
项目部负责人刘凌云对省水务厅
驻点干部谢卫宁说，该项目进水口
施工围堰高程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解决了就好。”谢卫宁

拍了拍刘凌云的肩膀，两人一起
走入项目指挥部，看着挂在墙上
的现场监控屏幕，了解当前施工
进度情况。

白沙西部地区供水工程的主
要任务是从松涛水库调水，经隧洞
和管道输配水供白沙西部地区城
乡用水和农业灌溉，保障14.82万
城乡居民的生活用水安全。该项
目一期工程主要利用TBM（全断
面隧道掘进机）从九架岭山岭区域
挖隧道，建设引水隧洞。

“白沙西部地区供水工程开工
后，在松涛水库区域的进水口区域

征地缓慢，影响了施工进度。”中国
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海
南片区指挥长张英达说，由于该项
目一期工程进水口施工区域属于
重要生态功能区域，土地性质属于
一级林地，审批要求严格且环节较
多，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推进。

“当时已经是6月份了，已进
入海南汛期，我们特别担心征地审
批环节太慢，影响到整个项目整体
施工进度。”着急的张英达将此事
通报给负责对接该项目的白沙黎
族自治县水务事务中心副主任黄
泽亮。接到企业汇报情况后，该县

水务事务中心和省水务厅又协调
省林业局、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等
部门加快项目用地审批申请，最终
在10月份完成了征地工作，项目
进水口段进入了施工阶段。

“当前是施工的黄金季节，我
们7个工作面共投入了266名工
人，实施两班倒制度，全力以赴赶
建设进度。”刘凌云说，截至12月
8日，该项目今年第四季度的建设
任务已完成了94%，引水隧洞累
计已掘进1301米，完成了掘进总
里程的12.3%。

（本报牙叉12月11日电）

提升法律援助质效

我省将组建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团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桂芬）近日，省
司法厅发布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关于《海南
省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团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工作方案》）的意见建议，力求以规范化、专业化
法律援助服务，推动构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
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位一
体”的社会化综合保护体系和权益保障机制。

根据《工作方案》，省司法厅将选派一批专业
化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律师，组建未成年人法律
援助律师团，承办全省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参
与未成年人“六大保护”中所涉及法律服务的相关
工作。

此外，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还将为校园欺
凌和其他矛盾纠纷提供调解、法律咨询、法律援助
服务等；参与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指导未成
年人家庭和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抚养、教育和保
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配合村居干部、网格员、
社会工作者，对不良行为及失管失教未成年人进
行法治教育引导。同时，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
还将特别关注留守儿童、困境未成年人以及服刑
人员未成年子女，让其得到社会关爱和法律保护，
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的惠民质效。

《工作方案》还对民政、教育、卫健、团委、妇
联、公安、法院、检察院等单位，在参与未成年人法
律援助方面的工作职责进行了明确，要求各单位
加强协调联动、密切衔接配合，与法律援助律师建
立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同时，积极拓展未成年人
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的渠道，强化对未成年人法律
援助服务的监督，联合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教活
动，共同推进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及反馈意见方式已发
布于省司法厅官方网站，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
在12月18日前，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反馈
意见建议。

省气象局发布寒冷三级预警

今夜明晨最低气温
降至7℃及以下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习
霁鸿）海南省气象局12月11日10时
发布寒冷三级预警：受干冷空气影响，
我省最低气温持续下降，预计12日夜
间至13日早晨，白沙、琼中和儋州等
3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降至7℃及以
下。另外，12日白天到13日夜间，琼
州海峡风力5—6级，阵风7—8级。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饶松

经常寄件的海口市民赵先生，与
上门取件的海南顺丰快递员，两人之
间有种“默契”——寄省内快件，不用
包装袋或者纸箱，用“丰·BOX”。

“丰·BOX”是什么？从外观看，
是个黑色箱子。“之前有次去营业网
点寄包裹时快递员推荐使用的，很方
便，而且节约资源、绿色环保。”赵先
生说，此后寄省内快件，无论是到营
业网点寄件，还是选择快递员上门取
件，“丰·BOX”都是他的首选。

黑色箱子“丰·BOX”是海南顺
丰正在省内推广应用的一款可循环
快递箱，与一次性包装箱相比，这种
快递箱有效解决了单次使用成本高、

破损多、操作效率低、资源浪费等问
题，不仅开创了用拉链代替封箱胶
带、易拆封、可折叠、防盗等产品结构
创新，还增加了防水、阻燃、隔热保温
等特殊性能。

当绿色逐渐成为快递包装的“主
色调”，人们的寄件选择也越来越“多
彩化”。

绿色箱子、黄色卡扣，无需胶带、
方便开合，这种包装箱是海南邮政目
前在政务应用场景大力推广的可循
环快递箱。该公司积极开展试点，可
循环快递箱累计投放量达2.3万个。
同时“瘦身胶带”使用全覆盖，全生物
降解包装袋使用率近100%，快递包
装废弃物回收装置营业网点设置率
100%，可循环集装袋使用率达99%，
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率达98%。

“韵达总部统一定制可循环使用
的循环集装袋，用来替代此前的一次

性塑料编织袋，对发往海南的快件集
包，要求一律使用这种循环集装袋。
我们公司还与本地全生物降解包装袋
生产企业对接，采购全生物降解包装
袋，发放给全省各网点在收寄快递时
使用。”海南韵达快递网络管理经理鲁
明军介绍，自禁塑规定发布以来，海南
韵达共组织网点和一线收派人员线上
线下学习贯彻禁塑工作要求60余次，
并发放禁塑宣传培训材料5000余份。

海南禁塑工作，寄递企业是参与
者，也是主力军。

“我们不断压实寄递企业主体责
任，督促全省邮政快递企业严格落实
禁塑工作要求，强化名录内塑料制品
入岛管控。同时，还通过推广应用可
降解、可循环、减量化的快递包装，积
极响应我省禁塑规定。”省邮政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省邮
政管理局督促主要品牌寄递企业协

调企业全国总部，通过印发通知、公
告、宣传图和工作群内常态化提醒等
方式，将名录塑料制品列为发往海南
路向的禁寄物品，把落实海南禁塑规
定贯彻到各省份基层网点。同时，向
寄递企业全国总部发函宣贯海南禁
塑规定，督促进一步加大对各省区域
企业的宣贯力度，严防禁塑名录内塑
料制品经寄递渠道输入海南。

海南邮政、顺丰全生物降解包装
袋应用比例超99%，海南顺丰省内快
件中可循环快递箱（盒）应用比例超
1/3，海南邮政免胶带纸箱应用比例
超瓦楞纸箱总量的1/3；海南极兔主
动拦截处置内地入琼的名录内塑料
制品快件200余箱，并及时向属地有
关部门报告……主要品牌寄递企业
积极响应并落实海南禁塑规定，取得
了积极成效。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

禁塑进行时

主要品牌寄递企业积极落实海南禁塑规定

快递包装刮起一股“绿色风”

万名干部下企业

省县水务干部助企推进白沙西部地区供水工程建设

啃下“硬骨头”做好“水”文章
问题解决清单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符文倩

12月9日下午，在昌江黎族自治
县万国棋子湾海滩大酒店，2022年
中国（海南）环岛海钓大奖赛昌江站
开幕式举行。在酒店前台，服务人员
笑脸相迎，帮助旅客有序办理入住。
眼下，酒店的人气渐渐回归。

今年以来，受疫情冲击，酒店行
业面临不少困难。转机，出现在全省
开展“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动。

活动启动后，昌江旅文局组织多名干
部，进驻万国棋子湾海滩大酒店、棋
子湾开元度假村、松之光等多家酒
店，提供“点对点”服务，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

昌江旅文局副局长李宗明是“万
名干部下企业”的一员，对接万国棋
子湾海滩大酒店。“我会时刻关注酒
店的客房、餐饮、会议厅预订情况，针
对性协调解决客源及申请补贴等问
题。”李宗明说。

万国棋子湾海滩大酒店总经理

江宏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酒店共
310间客房，一般而言，入住率过半
才能收回运营成本。“今年8月疫情
发生后，岛外的客人进不来，岛内的
客人不愿来，最惨淡的时候酒店每天
只能开出几间客房。”

“今天开出了146间客房，虽然
不如旺季时的人气，但在目前这个阶
段还算不错。”江宏民说，酒店逐渐恢
复的人气让人欣喜。

同时，昌江县旅文局对症下药，积
极协调组织赛事等在全县主要酒店举

办，并向企业宣传讲解《关于加快复工
复产振兴旅游业的若干措施》，帮助
企业申报各项旅文补贴奖励。

“今年11月，酒店入住率达到
76%，而且团体入住率明显提升，增
强了我们的经营信心。”江宏民说，
县旅文局还请了专业的团队帮助酒
店员工进行能力提升培训，提升服
务质量。

“今后我们还将加强旅游行业
的招商引资力度，做强流量经济，尽
快恢复旅游行业的人气，助推昌江

经济复苏。”李宗明说，昌江旅文局
在为旅游企业纾困，提振企业发展
信心的基础上，正策划举办一系列
研学旅游、露营体验、体育赛事活
动，提高人气流量，推动旅游行业持
续向好发展。

截至目前，昌江已选派135名干
部分别进驻103家企业及92个重点
项目，提供“点对点”服务，助力企业、
项目复工复产，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全力冲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本报石碌12月11日电）

昌江干部主动靠前服务提振旅游企业信心

“点对点”助力酒店渡难关

海口举办家庭服务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12月8日至9日，2022
年海口市职业技能竞赛——海口市“工会杯”第三
届家庭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举办，来自各家政
企业的180名选手相聚一堂，同台竞技。

据了解，本次大赛设立初赛理论知识考试和
决赛实操技能两个阶段，涉及家政服务员、养老护
理员、育婴员三大项目，每个竞赛项目分设一、二、
三等奖及优胜奖，参加竞赛的选手获得优胜奖以
上还可晋升职业技能等级。

据悉，本次比赛旨在搭建家政交流展示平台，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选拔出一批职业素
质高、服务能力强、技术水平突出的家政行业巧
手，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家政服务业发展的良好
氛围，共同促进海口市家政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

首届“海口经济圈”
人力资源服务技能竞赛落幕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辜慧）12月10日，2022年海口市职业技能竞赛
暨首届“海口经济圈”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在海口落幕。

据了解，本次竞赛共设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和劳动关系协调员2个项目，从12月3日到10
日，共有海口、文昌、澄迈、定安及屯昌5个市县
122家企业近180名选手参赛，经过激烈的比拼，
决赛角逐出金银铜奖共6名。获奖者与中国海南
人力资源产业园（海口分园）签约，加入产业园培
训讲师队伍。

据悉，本次竞赛旨在通过职业技能竞赛的平
台搭建，以考核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为重点，培养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技能人才，推动人力资源服务
行业的一体化发展，为推动海口经济圈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人才保障。

东方乡村振兴“六带”人才
最高可获3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

本报八所12月11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
记者方宇杰 通讯员陈瑛）近日，东方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东方市支
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东方
监管组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东方市“六带”人才创
业担保贷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乡村
振兴注入金融“活水”。根据《方案》，东方乡村振兴

“六带”人才最高可获3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
东方市“六带”人才创业担保贷款，是指依据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六带”人才培育工程的意见》
进行培育的“六带”（即带领共同致富、带传技艺技
能、带强产业发展、带头为民服务、带动返乡创业、
带立文明乡风）人才，因创业或发展提出资金贷款
申请，由东方市政府出资设立的市“六带”人才创
业担保贷款专项基金提供担保，相关经办银行发
放的担保贷款。

根据《方案》，经评选认定的“六带”人才依据
培育专项类别申请相应额度的贷款支持，最高可
贷300万元。在贷款期限方面，银行对贷款期满
仍正常经营，且成长性良好，符合经办银行贷款管
理规定的，原则上可支持不超过1年的无还本续
贷展期、延期。在贷款贴息方面，实施财政与个人
承担贷款贴息相结合的办法，财政按贷款实际发
放利率给予60%贴息，大力扶持“六带”人才创
业，促进乡村振兴人才发展。

2022年中国摩托艇公开赛
海南万宁站落幕

本报万城12月11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张军）经过3天激烈角
逐，12月11日上午，2022年中国摩托
艇公开赛（海南万宁站）在万宁市神州
半岛沙滩俱乐部结束全部赛事。海南
万宁队主场作战，获得两项冠军，安徽
队获得三项冠军，广西队和江苏队各
获得一项冠军。

中国摩托艇公开赛是国家体育总
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滑水潜水
摩托艇运动联合会重点打造的水上竞
赛项目，每年在全国举办多个分站赛，
观赏性强是此赛事最大的亮点。据介
绍，本次赛事设有坐式摩托艇、立式摩
托艇两个大项，器材分为公开级、限制
级RL1、限制级RL3三个级别，共设7
个比赛项目。来自全国20个俱乐部、
近100名摩托艇运动选手在神州半岛
第一湾竞速。

本次比赛中，海南万宁摩托艇队
主场作战，共有8名选手参赛。经过
激烈角逐，海南万宁摩托艇队获得坐
式水上摩托公开级RO竞速赛冠军和
坐式水上摩托公开级拉力赛冠军。

近日，在海口市江东新区美兰机场快速通道工程（白驹大道至现状桂林洋互通段）现场，工人在进行钢
筋棚电焊工作。目前，该项目处于桩基施工阶段。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海口江东新区，北起正在建设的海文北路，南接桂林洋互通，路线全长约5.367公
里。全线主要采用高架快速路形式。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改善海口美兰机场至城区的通行条件，并满足周
边重点区域快速通行的需求。 本报记者 张茂 实习生 杨哲 摄

海口美兰机场快速通道工程
加快建设

海南乒乓球手林诗栋
收获世青赛第3金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王
黎刚）12月11日，2022世界青年乒乓
球锦标赛在突尼斯结束了男子U19组
双打比赛。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海南省
乒乓球队小将林诗栋发挥出色，他和陈
垣宇搭档在男双决赛中3：1击败日本
和罗马尼亚“跨国组合”，夺得冠军。这
是林诗栋在世青赛获得的第3金。

在男子U19组决赛中，林诗栋/
陈垣宇迎战“跨国组合”铃木飒（日
本）/安德鲁（罗马尼亚），最终以3：1
取得胜利，4局的比分是11：5、11：5、
9：11、11：2。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世
青赛上的第7个冠军。

林诗栋这次参加了男子团体、男
子单打、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4项比
赛，在已经结束的男团和混双较量中，
均夺得冠军。目前，林诗栋已进入男
单4强。

问题情况：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反映，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施工的白沙
西部地区供水工程进水口段征地涉及一级
林地审批缓慢、施工现场围堰水文观测没有
依据等问题，导致工程建设进度受影响。

解决进展：省水务厅和白沙黎族自治县水
务事务中心联合组团对接服务中国水利水电
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协调省林业局、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等部门加快项目用地审批申请，
协调调度松涛水库历年水文情况提供给企
业，为该项目进水口段建设施工围堰提供水文
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