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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成就宣传Sy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1 日电（记
者 魏玉坤 邹多为）11日发布的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
共 141178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 7206 万
人 ，增 长 5.38%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为
0.53%，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
均增长率 0.57%下降 0.04 个百分点，
海南全省常住人口为10081232人。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
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
喆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
示，数据表明，我国人口 10年来继续
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全国人口是指我国大陆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
不包括居住在 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普查结果表明，性别结构得到改

善。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1，与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05.2 相比基本
持平，略有降低。从出生人口看，出
生人口性别比 2020 年为 111.3，较
2010 年降低了 6.8，逐渐趋向正常水
平。

人口素质不断提升。15岁及以上
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10 年的
9.08年提高至9.91年。16—59岁劳动
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
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从2010
年的4.08%下降为2.67%。

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的集聚
效应进一步显现。居住地与户籍所
在地不一致的现象已相当普遍，2020

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
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
3.76亿人，十年间增长了将近70%。

普查结果还显示，我国16—59岁
劳动年龄人口为 8.8 亿人，劳动力人
口资源仍然充沛。

宁吉喆表示，十年来，我国人口
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
大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口受教
育程度明显提高。人口结构调整变
化，性别结构改善。人口流动集聚的
趋势更加明显，城镇化水平持续提
高。

据介绍，今后我国人口增速将继
续放缓，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
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

>>>更多内容详见7版

全国人口逾14.1亿人

海南全省常住人口超1千万人

Sy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本报讯（记 者 赵 庆 山）5 月 8
日，海南海事局完成海南海丰航运
有限公司所属船舶“海丰海口”轮
更名转籍相关事项办理，并发放船
舶所有权、国籍证书等相关证书、
文书。至此，原名“STIC XIAMEN”
轮经原籍注销、重新核验、申请办
理等一系列程序，由中国香港正式
转籍加入“中国洋浦港”，成为《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以来首艘由境外转入海南自由贸
易港登记的国际船舶，也是我省第
一艘“零关税”进口并从事国际航
线运输的船舶，标志着“全岛一港”

海南自贸港国际船舶登记制度正式
落地。

今年 2 月，海南海事局在了解
到该公司有申请海南自贸港船舶登
记的意向后提前介入，全程为其提
供精准服务，在办理事项、流程和资
料准备等方面提供专业指导，并通
过微信对提交的材料提前进行了预
审。办理登记时，海南海事局将船
舶登记“一事通办”服务机制进一步
优化升级，首次采用邮寄受理的方
式，全流程实施“不见面审批”，航
运公司通过线上申请和邮寄纸质材
料相结合的方式，办结包括所有权

登记、国籍登记、最低安全配员等
15 项海事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
次都不用跑”就能完成船舶登记所
有相关事项的审批。

同时，海南海事局积极配合海
口保税港区推动船舶登记“一事联
办”，与商务、海关、交通（港航）、船
级社等相关部门统筹协调进口机电
许可、报关报检、船舶营运证、零关
税管理等相关手续同步办理，进一
步提升了船舶登记效率。

截至目前，在海南自由贸易港
登记的中国洋浦港籍国际船舶已达
29 艘，载重吨累计 480 余万吨。

海南自贸港迎来首艘由境外转籍国际船舶
“全岛一港”海南自贸港国际船舶登记制度正式落地

本报讯（记 者 卢 智 子）5 月
10 日，海南健康码进行全新升
级，凡在海南接种新冠疫苗的人
群，其海南健康码将穿上“金钟
罩”。群众解锁健康码“新皮肤”
收获满足感的同时，鼓励更多人
群接种新冠疫苗，尽早形成群体
免疫。

“我的健康码变金色了，酷炫
极了！”一个月前接种完新冠疫苗
的市民李宗洪亮出了自己的健康
码“新皮肤”，他告诉记者，自从打
完疫苗，心里踏实多了，以后外出
也更有保障。记者注意到，“金钟
罩”版健康码并不是指整个二维
码变成金色，具体表现为绿码周
边加上金色边框，左上角显示针
剂和盾牌。5 月 11 日，记者从三
亚市卫健委获悉，截至目前，我市
免费新冠疫苗接种已累计达 67.7
万人。

已在省内接种疫苗的人群，
只需要打开“码上办事”APP或通
过微信、支付宝搜索“码上办事”
小程序，即可以解锁“金钟罩”版

健康码。
省大数据管理局下一步将积

极对接省外数据，实现全国疫苗
接种数据互联互通。

海南健康码“皮肤”上新

在琼接种新冠疫苗
可解锁“金钟罩”版健康码

5月11日，市民展示金边健康码。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5 月 11 日上午，三亚至乐
东公交化铁路改造工程新大保
隧道，工人正在连接管道。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创新形式，内化于心。自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三亚市各级各部门
力求创“新”更走“心”，把党史学习教
育融入日常学习、融入实践活动，激励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党史、知党情、感
党恩、跟党走，让党史学习教育“活”
起来。

实地观摩 情境体验出新意

重温入党誓词，以铿锵誓言表初
心，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走进红色革命
文化展馆，聆听红色娘子军艰苦卓绝
的革命斗争历程；身穿“红军服”，在
滂沱大雨中迈出坚定步伐，切身体验
革命路之艰难；观看红色娘子军实景
演出，重温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日前，三亚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党支部
组织党员前往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
开展现场教育体验活动。

瞻仰祭扫烈士陵园、参观革命陈
列史馆、重温入党誓词、聆听“微党
课”……日前，三亚传媒影视集团组
织党员干部赴梅山老区革命烈士陵
园、梅山革命史馆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以“沉浸式微课堂”的形式，缅怀
革命先烈，厚植信仰根基，重温红色
历史，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红色地标成为现场课堂，学习教
育更加入脑入心。三亚市依托红色
娘子军演艺公园、梅山老区革命烈士
陵园、西沙海战烈士陵园等“红色”资
源，以传承红色基因、追寻红色足迹、
弘扬革命精神为主线，广泛开展红色
情境体验活动和爱国教育实践活动，

引导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在实地观摩
中致敬历史，在情境体验中接受洗
礼，用行动自觉传承红色基因，不断
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
力。

深入基层 专题宣讲有动力

“革命战争时期，崖县党组织虽
遭受到多次的挫折与失败，却能在
血与火的洗礼中不断发展壮大，成
为海南岛南部地区一支坚强的革命
力量，最后迎来全国解放。在当前
大力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
这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百折不
挠，排除万难的革命传统、红色基因
更需要我们发扬和传承。”5 月 10
日，三亚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
走进崖州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史
专题宣讲，系“百场宣讲进基层”活
动的首场。

三亚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贯穿始终，注重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面向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开展
贯 穿 全 年 的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专 题 宣
讲。主动对接省委宣讲团专家来三
亚开展宣讲；开展市级领导宣讲；开
展各级党委（党 组）宣讲；开展面向

“两新”组织宣讲；开展“百场宣讲进
基层”；开展进村（居）宣讲；开展“4个
100”宣讲；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宣
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心
里走，往实里走，真正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为三亚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
新标杆的强大动力。

广接地气 特色活动入民心

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政策宣传、乡村
振兴、基层治理等工作结合起来，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讲到群众心坎上，让广
大基层群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前
几天就听说有党员干部要到村里讲党
课，让我们学习党史。”日前，天涯区组
织党员干部深入南岛居第二党支部所
在地之一的苗族村庄扎演队，向苗族
同胞们开展“党史故事大家讲”的党史
学习教育，花草环绕的苗族小院里，不
少党员群众穿上自家手工绣制的苗族
服饰，大家围坐一圈，认真学习党史。

日前，三亚举办“学党史 守初心
永远跟党走”的主题系列文艺晚会，将
党史知识融入文艺，用艺术的形式、语
言呈现党史故事，还在活动现场开展
党史知识竞答活动，用群众听得懂能
领会可落实的形式进行党史知识普
及。三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结合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需求，将继续统筹组织开展以党史为
题材的一批文化文艺群众性活动。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三亚
市立足基层实际，坚持规定动作与自
选动作相结合，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有
广度、有温度、有力度的特色活动，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接地气、入人心。据
不完全统计，全市已开展各种形式党
史学习教育500余场次，其中各级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0余场
次。

创新形式 内化于心

三亚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本报记者 卢智子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三亚至乐东公
交化铁路改造工程作为海南省重大民生
项目，一直备受关注。记者近日获悉，目
前该项目隧道、桥梁、道路工程都在加快
推进，其中新大保隧道完成正洞掘进 343
米，是推进速度最快的“攻坚点”。

11 日上午，记者来到三亚至乐东公
交化铁路改造工程工地，在新大保隧道
口附近，工人在紧张切割钢筋，车辆不时
进出隧道，运送物资和碎石。在隧道口
西侧，已经铺设长达百米的路基，工人们
顶着烈日忙碌着。隧道内架起高高的衬
砌台，工人登上衬砌台，加固内侧立面，
隧道内温度很高，但汗流浃背的工人们
仍在认真作业。

“新大保隧道推进速度较快，已经掘
进了 343 米，接近一半。”据施工方相关
负责人介绍，新大保隧道全长 760 米，目
前已完成正洞掘进 343 米，新簸箕岭隧
道全长 385 米，完成正洞掘进 106.8 米。
另外，路基、桥梁等工程也在迅速推进
中。

据悉，三亚至乐东公交化铁路改造
工程全线于 2020年 11月开工建设，投资
估算 58.2 亿元，线路全长约 103 公里，线
路将采用时速不低于 160 公里标准的动
车组，沿线设立 14 个站点，改造铁路串
联了三亚市中心城区、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红塘湾、崖州区、天涯海角、南山等核
心功能区与客流集散枢纽，同时服务乐
东龙栖湾、九所、黄流、利国、尖峰岭等核
心区。

据三亚交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三亚至乐东公交化铁路改造工程作为省
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和省重大民生项目，
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征拆难度大，三亚
市各相关部门应对挑战，突破万难全力
推进项目建设。该项目开通后，将带动
三亚至乐东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
崖州湾科技城及三亚实现产城联动，助
力“大三亚”实现联动发展。

三亚至乐东公交化铁路改造工程加快推进
新大保隧道已掘进343米

◀5 月 11 日上午，三亚至乐
东公交化铁路改造工程新大保隧
道，工人正在焊接钢筋。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
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

“三农”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健
全常态化驻村工作机制，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

供坚强组织保证和干部人才支持。
《意见》指出，对脱贫村、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村（社区），要继续选派第
一书记和工作队，将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的脱贫村作为重点，加大选派力
度。各地要选择一批乡村振兴任务
重的村，选派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对党组织软弱涣
散村，按照常态化、长效化整顿建设
要求继续全覆盖选派第一书记。

《意见》强调，要严格人选把关，并
从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
治理水平、为民办事服务四个方面明确
了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主要职责任务。

《意见》就“加强管理考核”指出，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任期一般不少
于 2 年，到期轮换、压茬交接。考核
结果作为评先评优、提拔使用、晋升
职级、评定职称的重要依据。

(据央视新闻联播）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向重点乡村
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

亚龙湾第二通道二期
完成900米路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