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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老大：哇！省了46个工作日
三亚海事局在我省率先试行船舶证书“多证合一”改革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5
月 21 日讯（记者 刘丽萍）“船舶证书办理
周期长、船方跑办次数多、办证停航成本
高，怎么办？”别担心！5 月 21 日，记者
从三亚海事局举行的辖区涉客船舶和游艇
船舶证书“多证合一”改革试点情况介绍
会上获悉，该局将在海南率先推行涉客船
舶、游艇船舶证书“多证合一”改革试点
工作，改革后的证书上有船舶证书二维
码，扫码可获取船舶相关情况，这项改革
将引领海南迈入“一船一码辖区行”时代。

深入开展“多证合一”改革
游艇首次纳入试点
记者了解到，本次改革试点在全国范
围内首次将游艇纳入“多证合一”改革试
点范围，改革更加深入彻底。
改革后，三亚海事局管辖的辖区涉客
船舶、游艇的 《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最低
安全配员证书》《高速客船操作安全证书》
《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
证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电台执照》

《海上移动通信业务标识码证书》 和 《船舶
自动识别系统 AIS 标识码证书》 等 7 本法
定证书全部由一本 《三亚辖区船舶管理证
书》 替代，整合共有信息、保留个性化信
息，为相对人提供“一纸申请、一次申
办、统一发证”的“快办快结”服务。
三亚海事局相关负责人强调，此次试
点范围限定在三亚海事局登记并在辖区活
动的涉客船舶和游艇。非三亚船籍港的船
舶变更登记在三亚后可重新申请多证合一。

减少停航办证运营成本
预计每年节省逾千万元
三亚海事局局长翁建才介绍，向三亚
海事局提交申请，行政相对人可以实现
“一次性、一张表”，较改革前提交的证书
申请表减少 6 个、申请材料最多可减少 19
项；将原来行政相对人至少跑 5 趟、累计
耗时 56 个工作日的审批过程，缩减至最多
跑 1 趟、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办结，审批时
间压缩近 82%，累计可为辖区试点的 1000
余艘涉客船舶、游艇每年节省停航办证运

在五源河畔
为运动健儿喝彩

营成本上千万元。
“我们有 10 多艘船，以前安排办证员
专门负责办证。
”三亚蓝色干线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的刘智敏说，“办证员可以转岗了！”
此外，改革后证书将提供二维码，企
业可以将二维码制作成公告牌放在船上，
通过二维码可以及时了解船舶相关证书信
息和历史缺陷信息。
三亚海事局正在开发的配套系统将支
持线下窗口和线上两种方式申请，采取自
愿原则，企业可以自己决定继续持有原来
的 7 本证书或申请多证合一，待领取证书
时交回原来所持有的 7 本证书即可，多证
合一的办理过程不收取任何费用。

制度创新破解难题
为海南提供“三亚案例”
目前是海南推进自贸港建设的关键时
期，三亚扎实推进制度创新工作，以制度
创新破解难题、以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
境、以制度创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
项工作，旨在为全省提供更多的“三亚案

《三亚辖区船舶管理证书》替代了 7 本证书
例”和“三亚模式”
。
三亚市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表示，“船舶证书‘多证合一’改
革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为三亚
制度创新工作提供了好案例，作出了重要
贡献，也为全市各单位制度创新工作提供
了参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前，三亚海事局正在制定船舶证书
“多证合一”改革工作实施细则和设计开发
配套支持系统，估计 6 月中旬可以签发第
一本证书，实现改革试点的正式落地。

五源河文体中心
二期项目建设提速，体
育馆现雏形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
国都市报 5 月 21 日讯（记者 刘
洋 李昊 文/图）近日，记者航
拍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东
侧的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
目，发现其中的体育馆雏形已
经展现。
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
于去年 5 月开工建设，目前项
目施工正在加速推进，计划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竣工交付。
据了解，五源河文体中心
二期项目总投资 10.9 亿元，建
设内容包括体育馆、游泳馆和
网球馆。项目建成后，将具备
举办全运会等全国性以及单项
国际体育赛事的能力。

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正在快速稳步推进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 2019 年年度报告出炉
去年我省住房公积金受益群体扩大，缴存额同比增长 9.26%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5 月
21 日讯（记者 易帆）5 月 20 日，《海南省住
房公积金 2019 年年度报告》 出炉，2019 年
我省住房公积金制度受益群体不断扩大，缴
存额稳步增长，我省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
3.05 万家，实缴职工人数 108.14 万人，当
年 缴 存 额 133.2 亿 元 ，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9.26%。
近年来，我省房地产调控政策有效抑制
投机购房，住房公积金提取额随本地工作居
民成为房产交易主力而提高，提取额较上年

同期大福增长。随着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购
房欲望提升，刚性购房需求不断释放，购
房、建房提取额达 27.65 亿，在住房公积金
提取结构中占比较上年增长 7.59%。从职工
家庭收入情况来看，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公积
金提取额占比 92.1%，中低收入职工群体成
缴存主力。同时，租赁住房提取较上年同期
增长 14.82%。
我省住房公积金贷款重点支持缴存职工
家庭购买首套刚需住房，主要助力中、青年
群体安居乐业。2019 年，房地产市场的平

稳运行、缴存职工购房贷款需求持续旺盛，
我省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 66.81 亿元，
同比增长 43.66%。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益进
一步提升，使用率、个贷率分别达 91.91%
和 82.07%。
据悉，我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推出住房
公积金“7×24”全时服务新模式以来，形
成全时受理、免审办结、实时结算的制度创
新成果，缴存单位及职工可通过网厅或手机
APP 办 理 业 务 ， 实 现 单 位 缴 存 、 退 休 提
取、还贷提取及对冲还贷等业务自主办结。

文昌劳动仲裁院

追回劳动报酬 206 万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 5 月 21 日讯（记者 吴岳文）今
年以来，文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已受理劳动争议案件 135 件，裁
决 42 件，仲裁调解 45 件，经过调
解撤诉 18 件，为劳动者追回劳动
报酬 206 万元。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文
昌市人社局主动作为，靠前服务，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切实推动文昌市复工复产。截至目
前，文昌市人社局已累计发放 788
家企业稳岗返还失业保险金 417 万
余元，省市重点项目企业返琼务工
人员隔离期间生活补贴和一次性交
通补贴 2817 人次 389 万余元，贫
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奖补和交通补贴
1755 人次 310 万余元，通过“点
对点”包车输送 86 人到省内外企
业务工。
文昌市人社局副局长冯鑫说：
“我们树立服务意识，采取超常规
举措助力复工复产，安排专人深入
到省市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发动
指导企业、项目申报相关补贴。”
同时，文昌市人社局人社业务
窗口还大力推行“不见面”人社服
务，引导企业和群众通过手机
APP、微信工作群、窗口服务电话
等“非接触”方式办理人社业务，
减少非必需的现场办理。对于确需
到现场办理的事项，引导群众通过
电话预约的方式，让群众提前备齐
办事资料，实现即时办、办即走，
以优质服务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办事群众蔡先生说：“感觉文
昌人社业务窗口工作人员非常热
情，感谢他们的优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