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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骑电动车
要戴头盔、要给电动车上牌，安全最
重要，我都做到了。回去也要跟身边
的人宣传！”市民郭先生拿着通过回
答上牌有关题目获得的头盔开心地
说。

12 月 2 日是第十个“全国交通安
全日”。12 月 1 日下午，三亚市公安
局 交 通 警 察 支 队 ( 下 文 简 称 三 亚 交
警）在吉阳区蓝海购物广场开展“守
法规知礼让 安全文明出行”2021 年

“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暨
“幸盔有你 安全出行”电动自行车交
通出行宣传环岛行三亚站活动。

活动现场，三亚交警通过交通安
全宣传题材的舞蹈、小品、歌曲，设立
交通 管理业务咨询台，现 场互动 问
答，发放交通安全小礼品等多种形式
开展宣传活动，积极引导广大交通参
与者养成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
通意识，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据统计，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
人员伤亡事故中约 80%为颅脑损伤致
死。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对
保护生命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据三亚
交警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三亚
交通管理工作持续向好。三亚交警下
大力气、常态化地进行交通违法行为
查处工作。目前全市头盔佩戴率超过
93.34％，发生交通事故时因颅脑损伤
致死人数同比 2019 年下降 10.94%。

12 月 10 日起，“电摩”未悬挂机动
车号牌（未进行注册登记、已领取号
牌 未 按 规 定 安 装）上路行驶，将依法
被处以 100 元罚款的处罚、机动车驾
驶证记 12 分。活动现场,三亚交警对
近期三亚电动车上牌工作进行了宣
传。据介绍，三亚交警目前在全市开
展电动两轮摩托车、电动两轮轻便摩
托车登记注册及挂牌情况督促工作。
如发现有未登记注册、未悬挂号牌的

车辆，三亚交警将引导、拖移车辆至上
牌点进行登记挂牌。据统计，截至目
前，三亚挂牌电动车已达378973辆。

记者随后来到位于乐天城的电动
摩托车上牌便民服务站，看到现场排
起了长队。“我的车是别人转让的，只
需要带身份证、在校证明还有原车主
的身份证、车的合格证和发票过来，

填表就可以了，很方便。”三亚城市职
业学院大二学生韩楚欣说，三亚很多
人都在骑电动车，上牌可以让管理更
加规范，很有必要。

“新政策有助于提高市民遵守交
通规则意识，让出行更安全有保障。”
乐天城上牌点负责人李敬萍告诉记
者，随着新政策发布及三亚交警劝导

力度增大，近期前来上牌的市民明显
增加。这里主要开展电动两轮摩托车
和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上牌工作，目
前他们有 15 名工作人员，日均上牌数
为 150 副。手续办好后 7 到 10 个工作
日可以拿牌。记者注意到，目前有车
行开展了买车后提供代跑腿上牌业
务。

市民：给“电摩”爱车上牌有助交通安全

本报讯（三 亚 传 媒 融 媒 体
记者 林延明 姬梦瑞）12 月 2 日
下午，三亚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上线《政风行
风热线》节目，就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城市综合服务运营、路网
市政道路工程等方面相关工作
进行详细介绍。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三亚
城投集团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切实解决群众住房、生活污
水、教育基础设施等一批“急难
愁盼”的民生问题，彰显城投担
当。截至目前，城投集团共参建
项目 766 个，这些建设的项目中
包含保障性住房工程、医疗卫生
项目、文化教育工程项目、亚沙
会配套设施项目、中央商务区建
设项目、市政道路及饮水工程
等。

在保障性住房项目方面，三
亚城投集团负责建设棚改安置
房、回迁安置房、人才保障公租
房 、限 价 保 障 性 住 房 等 共 计
38802 套，总建筑面积达 605 万
平方米。这些保障性住房项目
于 2011 年开始建设，2014 年陆

续交付使用，截至目前累计交
付 24142 套。该项目的建设保
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
房困难问题，也为三亚引进的
人才解决后顾之忧，全力建设
自 贸 港 。 在 医 疗 卫 生 项 目 方
面，三亚城投集团负责建设了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发热门
诊工程、育才医院、市中医院、
海 棠 区 林 旺 卫 生 院 改 扩 建 项
目、三亚中心医院，提 供超过
2500 个医疗床位。健全三亚医
疗体系，促进三亚市医疗服务
能力提升，为三亚抗疫行动、人
民健康、产业恢复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在文化教育工程项目
方面，三亚城投集团负责建设
丹州小学新建工程、海棠湾进
士学校、人大附中三亚学校、海
棠区林旺中学、林旺小学等 9 个
文化教育项目。仅用一年半时
间，建设完成三亚丹州小学、海
棠湾青田小学项目，顺利实现
今年 9 月开学任务目标，解决孩
子上学难问题，助力三亚教育
事业发展。

三亚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
上线《政风行风热线》节目
介绍城市建设等工作

广州市南沙区凭哪些软硬件优
势在全国营商环境评价考核中获得
全国新区排名总体第三？企业开办
单项指标在全国新区中排名第一的
吸引力又在哪？带着疑问和好奇心，
我投入到了我在广州市南沙区的跟
班学习单位——南沙区政务服务数
据管理局的工作中去，开启了“沉浸
式”学习之旅。

制度创新牵引营商环
境优化，衔接港澳规则

南沙区政数局是广州市南沙区
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正处级），挂广州
市南沙区行政审批局牌子。与三亚
市政务中心的职能既有相同之处，又
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都承担政务服
务相关职能，不同的是南沙区政数局
还承担“数字政府”改革重担和部分
审批职能，如“数字政府”建设的统筹
推进、企业开办和工程建设项目等领
域的审批。此外，南沙区政数局在南
沙区的营商环境改革中承担重要角
色，除了对标中央、广东省、广州市等
要求外，还结合自贸区制度创新、港
澳规则衔接等要素进行南沙区营商
环境优化。截至目前，南沙区政数局
累计制度创新成果已达 42项，其中，
获得在广东省、广州市复制推广的达
28项。如：打造全国首个“无证明自
贸区”，社会投资建设项目“交地即开
工”4.0升级版，打造“信即办”审批新
模式，以智能引导办事模式建设“网
上政务超市”等。

产业集聚带来人才流
入增速，人才服务制度创新
支撑“三区一中心”建设

我通过参与调研国际人才港南
沙人才一站式政务服务大厅的创新
工作，感受到南沙区政数局通过数字
政府建设、制度创新等措施增强了粤
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及香港澳门2个
特别行政区的人才吸引力，便利的流
通条件使大湾区人才成为增强南沙
区优质制度供给能力、科技创新策源
能力、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区域辐射

带动能力的支撑要素。
为了给粤港澳专业人才跨区域

流动提供便利条件，南沙区政数局和
南沙区人社局联合印发《广州南沙新
区（自贸片区）统筹粤港澳大湾区职
称和职业资格业务一站式服务平台
工作方案》，以“融、汇、贯、通”为服
务理念，打造专属于粤港澳专业人才
的综合服务体系。融：促进粤港澳大
湾区人才资源融合整合。为专业人
才跨地区、跨行业、跨体制流动提供
便利条件，全方位、多层次实现粤港
澳大湾区内专业人才的自由流动和
灵活就业；汇：促进职称和职业资格
事项信息的汇集汇聚。一站式服务
平台打破以往职称和职业资格业务
散落在各业务部门的状况，解决线上
网站分散查询不便等难题；贯：保障
办理全过程专业服务的贯穿贯彻。
一站式服务平台不仅配备熟悉粤港
澳职称及职业资格业务、具有普通话
和粤语对话水准的服务专员，还为港
澳专业人才提供一对一、全流程、个

性化的咨询指引服务；通：实现粤港
澳大湾区执业从业的互认互通。南
沙区先行先试职称和职业资格业务
整合从而推动粤港澳规则对接、机制
衔接，打破粤港澳专业人才流动壁
垒，拓展与港澳合作的发展边界。11
月 15 日“粤港澳大湾区职称和职业
资格业务一站式服务平台”正式启
动，该平台通过优化服务流程，集约
了涵盖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及2个
特别行政区的专业人才职称评价和
职业资格考试。

在“粤港澳大湾区职称和职业资
格业务一站式服务平台”这一项创新
工作上，有 4个创新点：一、国内首个
关于职称和职业资格业务一站式、全
科型的综合服务平台；二、制定出台
国内首部关于港澳专业人才申报职
称的规范性文件——《广州市南沙
区建筑和交通工程专业港澳人才职
称评价管 理办法（试行）》，突破港澳
人才申报职称的技术壁垒，建立职称
评价“1+3+4”机制；三、可自主开展

建筑和交通工程、基层卫生系列高级职
称评审以及中小学一级、二级教师职称
评审。四、汇集港澳建筑专业人才执业
备案相关业务，与港澳建筑领域常态化
合作机制，借鉴港澳工程建设管理模式
打造精品工程，带动更多港澳优秀建筑
企业和人才参与大湾区建设。

以上是我来到南沙区政数局跟
班学习以来感受最深的体会，深刻感
受到南沙区的“三区一中心”建设、

“十四五”规划等目标是如何通过“营
商环境优化”“制度集成创新”“数字
政府改革”以及“全方位人才服务”等
一项项工作逐步落实推进的。

在未来的跟班学习工作中，我将
从南沙区政数局的职能划分、机构改
革、制度创新等几个模块学习研究其
内在驱动力，掌握好方法和模式，回
到三亚后更好地开展相关工作，为三
亚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打造新标杆
贡献智慧和力量。

(三亚市政务中心党组成员、副
主任：张磊)

本报讯（记 者 卢 智 子）当
前，三亚市正在安全、规范、有序
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12月 2
日，三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
布《致全市老年朋友及家属的一
封信》，本着“应接尽接”“应快尽
快”原则，呼吁全社会鼓励和支
持老年人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前两天刷新闻，疫情又有新
毒株，家里人和身边很多姐妹们
都接种了，都没啥问题，我也赶紧
来接种。”12月 2日，家住君和君
泰的 61 岁“候鸟”老人侯阿姨一
大早来到三亚市妇幼保健院接
种。她表示，老年人身体免疫力
较低，更应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阿公，最近身体有没有不舒
服的地方？”日前，在崖城卫生
院，医务人员一边为前来接种的
老年人测量血压，一边仔细询问
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综合判定
其是否可以进行疫苗接种。

“大多数老人愿意接种疫苗，
但由于各种慢性病、高血压、常
年服药等情况有一些顾虑，我们
工作人员一定有问必答，告诉大
家注意事项。”记者走访三亚市
部分新冠疫苗接种点观察到，接
种点现场设置了老年人接种爱
心等待室、绿色通道，摆放了爱

心座椅、免费矿泉水等便民设
施，最大限度减少老人等待时
间，减少步行距离。同时，现场
安排志愿者、医务人员发放新冠
疫苗宣传折页、手册，全程贴心
陪护、暖心搀扶、有序引导、解疑
答惑，最大程度给老人们提供方
便，保障老年人安全、高效、有序
地接种疫苗。

记者从三亚市卫健委获悉，
目前三亚新冠疫苗预防接种点
有 25 家。天涯区：三亚中心医
院、市人民医院、马岭卫生院、凤
凰卫生院、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
鸿森医院、高峰医院、华侨医院；
吉阳区：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
院、海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荔
枝沟卫生院、田独卫生院、河东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东海社区
卫生服务站、南新医院；崖州区：
南滨医院、保港卫生院、梅山卫
生院、崖城卫生院；海棠区：解放
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林旺卫生
院、藤桥卫生院、南田医院、青田
社区卫生健康服务站；育才生态
区：育才医院。

截至12月 2日，三亚市60岁
及以上人群累计全程两剂接种
72647 人 ，第 三 剂 加 强 接 种
20315人。

为全方位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践，努力提高干部服务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专业能力，为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从今年 10 月下旬开
始，省委从我省各市县、相关省直单位选派政治过硬、综合素质好、专业能力强、自由贸易港建设急需岗位的
业务骨干，分赴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以及广东、福建、山东、上海等多个省市的自由贸易区跟班学习。其中，
三亚组团共选派 9 名干部赴广东自贸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跟班学习。三亚日报今起开设“三亚组团在广东自
贸区南沙片区跟班学习日记”专栏，通过学员们自述的方式，分享跟班学习的收获、体会和感受，敬请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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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数局”制度创新优环境引人才

三亚疾控中心发信呼吁：
鼓励支持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

近日，三亚交警为群众上电动自行车临时号牌。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一位老年人在三亚市人民医院接种新冠疫苗。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上接1版
税务服务专班依托三亚税务

系统的微信交流群等平台畅通
税企沟通渠道，做好相关企业意
见诉求的接收、分配、反馈和跟
踪回访，提供政策咨询、诉求解
决、问题反馈、业务交流、意见反
馈等线上实时服务，通过纳税
人、缴费人的合理需求倒逼改革
创新，进一步精简办税流程、提
升服务品质，快速准确回应重点
企业涉税需求，将“我为纳税人
缴费人办实事”的文章做到实
处。

成立近半个月以来，税务服
务专班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
种“大水漫灌”的工作思路，运用
税收大数据精准识别纳税人、缴
费人的实际体验与个性需求，从
行业类型、经营模式、盈利能力
等方面为纳税人“画像”，精准投
放税费优惠政策发布解读、办税

缴费提醒、涉费风险“一键式体
检”等特色办税服务，增强税务
机关事半功倍管控风险的“巧”
实力。

褚宏林表示，三亚税务系统
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对照“作风整顿建
设年”活动的全面部署和“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百日行动的
有关要求，充分发挥税务服务专
班的制度化、专业化优势，在税
收大数据的集成、应用、创新、增
值、共享上下更大功夫，直面企
业需求提供高效便捷、精准精细
的“一对一”服务，有效解决企
业经营中遇到的涉税难题。下
一步，还将结合海南自贸港发
展的区位特点和长远规划，迭
代推出更多服务举措和创新机
制，在征管改革和智慧税务建
设中体现海南特色、回应企业
需求，不辜负市委、市政府和全
市人民的殷切期盼，用实际行
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张磊（右）听服务专员介绍粤港澳大湾区职称和职业资格业务一站式服务平台。（作者供图）

Sy 坚定“四个自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三亚组团在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片区跟班学习日记①三亚组团在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片区跟班学习日记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