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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郭嘉轩
范南虹 通讯员陈文）超强台风“威马
逊”重创罗豆农场，1.2 万余亩农田遭
受海水倒灌，农作物损毁严重，灾后恢
复生产困难。省农科院在多次组织专
家实地调研和对受灾土壤盐分检测结
果后，近日，向省政府提出书面建议：
罗豆农场应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尽快恢
复生产。

省农科院专家在罗豆农场受海水
倒灌的5个田洋中，取样检测，结果表
明：约20%海水倒灌农田完全可以恢
复种植；60%农田土壤属轻度盐渍化
土，通过采取农业措施，可以恢复生
产；剩余20%左右农田的土壤属中度
盐渍化土则需要进行中长期改良，才

能加以利用。
省农科院提出了四条建议：充分

利用现有条件恢复生产，20%非盐渍
化农田可直接种植常规作物如水
稻、瓜菜等，60%盐渍化农田可及时
补植耐盐作物如水稻、地瓜、椰子、
玉米、牧草等，剩余 20%中度盐土则
必须经过处理才能继续开发利用。

省农科院负责人说，解决海水倒灌
现象最有成效的治理方式首推引水洗
盐。一次处理的脱盐效果可达到
47.8%，经过3-5次处理，盐分含量可降
低到0.25%以下。目前可针对20%左右
的中度盐渍化地块尝试将附近珠溪河
的淡水引进条件允许的农田进行洗盐，
建议尽快协调水利部门研究对策。

1.2万余亩农田遭受海水倒灌，省农科院建议——

罗豆农场尽快利用现有条件复产

本报海口9月 1日讯 （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周平虎）今天，全省共76名
车主到各地车管所享受车辆免检政策
并领取了检验标志。按照公安部、国家
质检总局联合推出的车检改革措施，今
日起试行使用年限在6年以内的私家车
（非营运轿车和其他小微型客车）免予
上线检验。

9月1日上午，记者在位于椰海大道
的海口交警支队违章业务办理大厅里
看到，交警部门在大厅里专门设置了

“六年内免检车辆检验标志核发窗口”，
车主张女士向值班民警提供了车辆行
驶证、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车船税

完税证明，民警核对该车在本检验周期
内无致人伤亡交通事故，但有一次交通
违法记录，张女士当场接受,并在处理
完毕后填写了《机动车检验标志申请
表》，民警向她发放了检验标志。整个
过程下来，张女士花费了3分钟。

记者注意到，在填写申请表时，其
中有一栏是机动车所有人承诺“不违法
改装机动车，上路行驶前要认真检查车
辆安全性能，定期保养车辆等”，以敦促
车主或驾驶人确保不驾驶“病车”上
路。交警特别提示：非法改装应承担法
律责任，因非法改装造成交通事故的，
还应承担相应交通事故责任。

省交警总队负责人表示，各市、县
交警支、大队车管所均可办理车检标志
申请业务，同时还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
际在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交通违法处理
窗口、二手车交易市场等场所设立检验
标志核发窗口，方便广大车主就近领取
检验标志。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省有近30万
辆车在免检期限内可享受免检政策，但
如果年检周期内发生交通伤亡事故，将
丧失免检资格。

省交警总队还在官方网站推出“车
检计算器”软件，方便广大群众查询自
己的车辆是否能享受免上线检验政策。

链接

哪些车可以免检？
交警部门表示，购买 6 年内的非营

运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汽车实行免
检，不包括面包车、7 座及 7 座以上车
辆。比如2012年8月购买的非营运小轿
车，到了 2014 年 8 月，由于新政未能实
施，不能免检，但是到2016年8月，就可
以享受免检政策。

另外，购买 6 年内的非营运轿车和
其他小型、微型汽车，如果期间发生过
伤亡事故（包括轻伤事故），不能实行免
检，到了年检周期必须上线检测。

6年内私家车免检新政实施首日

免检车主三分钟领到检验标志

青山脚下，成片桑田连绵起伏，郁郁
葱葱。一条长蛇般的观光栈道穿过桑
田，延伸至村口，与远处的农舍、观景亭、
拱桥、炊烟相映成趣。在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湾岭镇岭脚村，来自海口的摄影
爱好者何南不停地按下快门，让乡村美
景瞬间定格。

和岭脚村一样，随着“富美乡村”建
设的推进实施，琼中许多山村的面貌正
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据悉，自2014年起，琼中立足生态、
旅游、民族等资源优势，结合产业与乡村旅
游同步发展，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与、银
行支持、镇村创建”，拟用五年打造一批“富
美乡村”。今年，琼中启动了5个乡镇18
个行政村的试点建设，一幅“富、美、趣、和”
的乡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拾景
让自然与美永驻乡村

秋日的浓雾还未散去，阳光便洒满了
山村。清晨，红毛镇共建村美景如画。椰
树婆娑，槟榔林立，排排青瓦白墙民房，错
落有致。景观水塘、环村路、篮球场、革命
展馆……站在景观长廊中，看着村里的一
个个规划项目变成了现实，共建村一队队
长王祥任的脸上写满了自豪。

“漂亮吧！这就是我们的村庄，你们
城里有公园，我们村也有。”王祥任告诉
记者，以前，共建村还是一个污水横流、
人畜共居的村庄，变成今天的模样，只用
了半年时间！

共建村是“白沙起义”策源地之一，自
然风光优美，生态保护完好，常年气候凉
爽。2013年，琼中县委、县政府把共建村
确定为红毛片区的“富美乡村”示范点，深
入挖掘红色文化，力争打造“白沙起义”红
色旅游胜地。目前，该村已完成村道、文
化广场、引水渠和排水沟等基础设施建
设，需要改造的63户危房已完成42户。

如今的共建村，与“最美中国乡村”
什寒村遥相呼应，成为琼中“奔格内”乡
村旅游红色线路的重要村寨。

“这只是琼中今年打造‘富美乡村’
的一个村庄。”琼中县委副书记张长丰
说，琼中打造富美乡村，因地制宜，独具

特色，注重挖掘每个村庄的历史遗迹、风
土人情、风俗习惯等人文元素，避免千篇
一律。如湾岭镇打造“黎家山水”大边
村、“仿宋古镇”湾岭村，黎母山镇打造

“水会所城遗址”的水上市村等。
此外，为了高水平、高起点编制村

庄总体规划，琼中加快实施“特色居家
乡村工程”，通过新农村建设和整村推
进项目，整合资源、分批分类打造富美
乡村。

奔富
让绿色产业助力农民致富

“建设富美乡村，产业支撑是关键。”
张长丰说，琼中通过深化产业融合，坚持
实施“产业富民工程”，做特绿色农业，做
优绿色工业，做强生态旅游业，努力实现
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双丰收”。

一个月前，共建村村民王福星开始
山鸡养殖。他告诉记者，他家目前养了

400只山鸡，鸡苗和鸡舍全部由政府扶
持。“零投入，高回报！”王福星笑眯眯地
算了一笔“致富账”：这批山鸡养殖不到
三个月就可以出笼，成本约4500元，而
按目前市价计算，至少卖到2.8万元。

“除了山鸡养殖，政府还为共建村规
划了泥鳅、乌龟、养猪、养鹅等产业。”红
毛镇人大副主席陆京贵说，目前，该村已
规划出30亩水稻田，采用“公司+农户”
模式，准备发展泥鳅养殖产业。

今年以来，湾岭镇大边村开始发展灵
芝、养蜂、泥鳅等特色产业。该村32农户
以入股的方式，种植6000棵灵芝，并成立
兴边灵芝合作社；11农户成立富边养蜂
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已有2200余斤蜂
蜜，产值有10余万元。此外，在县渔业
局、计生委的帮助下，该村投入6000余只
泥鳅苗，开始了泥鳅产业养殖的示范。

在巩固橡胶、槟榔等传统产业的基础
上，湾岭镇罗马村大力发展罗非鱼养殖、
山鸡养殖、林下养蜂等特色产业。目前已

建设山鸡棚7间，罗非鱼养殖鱼塘有21口
共177亩；扶植竹朗村利用桑蚕产业，发
展桑田观光、桑葚采摘特色乡村游，目前
已投入80万元蚕房建设完成13间。

琼中县委、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引
进牙挽种鸡厂点项目，目前种鸡厂的前
期规划、土地平整和鸡舍建设已完成一
期工程的95%，已建好三座鸡舍、鸡苗
孵化室、消毒室并投入使用，种鸡场已入
栏种鸡6000多只。

由“输血”向“造血”转化，琼中依托
独特资源和产业优势，重点打造桑蚕、绿
橙、养蜂、南药、养鸡、养猪、养鹅等特色
产业，想方设法促进农民增收。今年以
来，琼中已投入3911万元扶持“富美乡
村”的产业发展。

投入
整合各路资金共同推进

政府主导、企业参与、金融支

持、依靠群众，琼中鼓励多方力量
参与，整合资金，共同推进富美乡
村建设。

各部门集中力量推进。“每个项目资
金来源都有对应的部门。”8月24日，在
长征镇烟园村，村党支部书记盘明燕扳
着手指盘点着烟园村建设的资金来源：
湖羊项目投资15万元来源财政“一事一
议”资金；蚕房建设投资2.8万元来自县
农业局；养蜂项目投资50万元来自县科
协养蜂办；安全饮水项目投资40万元来
自县民宗委；危房改造投资4.3万元来
自从住建局……

积极整合社会资金。长征镇新寨村
什云一、二村小组，依托营城红云湖农家
乐，集中打造休闲观光农业体验区。项
目已于今年5月底启动，预计用五年时
间投资35.8亿元建设民居民宿整体建
设、五湖四海规划、花梨十八景和九大产
业等项目。

琼中还积极利用各类支农政策、项
目和资金，优先向“富美乡村”建设倾
斜。此外，琼中还将“富美乡村”建设列
入年度的奖惩考核计划中，对经考核验
收达到标准的乡镇、村，实行以奖代补方
式，最高奖励达80万元。

目前，琼中通过动员各方力量，
并整合绿化宝岛、村庄环境卫生整
治、扶贫、文明生态村、文化等各方面
专项资金，已先后投入资金大约3071
万元用于“富美乡村”建设，其中，整
合省财政“一事一议”资金900万元，
县配套资金 850 万元，各部门整合资
金 1321 万元，实现了资金的最大效
应。

“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让村子美起
来，而且要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琼
中县委书记孙喆说，实际上，“富美乡
村”是琼中发展“奔格内”乡村旅游的
升级版，发展方向源自于琼中“打绿色
牌，走特色路”总体思路，紧密结合乡
村旅游、生态保护、促农增收、环境卫
生、深化改革等重点工作，让产业与旅
游同步发展，力争五年打造一批产业
富民、特色宜居、文化传承、社会和谐
的“富美乡村”

（宝光 黎大辉 秦海灵 陈冠良）

琼中拟用五年打造一批富美乡村
推动绿色产业与旅游同步发展，实现“奔格内”乡村旅游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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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起，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将利用五
年时间，按照近期、中期、远期三步走思路，以生态
资源、人文资源为依托，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繁
荣黎族苗族文化为核心，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
与、银行支持、镇村创建的方式，力争到2018年建
成一批集“富、美、趣、和”于一体，可游可憩、宜商
宜居的新农村，谱写琼中绿色崛起新篇章。

富——依托特色资源，实施“产业富民工程”，
重点发展以生态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提
升绿色农业，做优绿色工业，深化产业融合，打造
琼中绿色产业链条。依托独特资源和产业优势，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经济，实
现农村产业由“输血功能”向“造血功能”转化，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琼中农民打造生活富裕
的可持续发展环境。

美——高水平、高起点编制村庄总体规划，实
施“特色居家乡村工程”，通过新农村建设和整村
推进项目，整合资源、分批分类重点打造；推广黎
母山垃圾处理模式，完善乡村污水处理设施，启动
乡村“绿化、美化、靓化、净化、硬化、配套化”功能
性改造，建立健全长期管护机制，为琼中农民打造
舒适优美的生态环境。

趣——依托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乡村休闲公
园等载体，实施“文化传承工程”，继承和发扬黎族
苗族特色文化，建设风格要注重融入黎族苗族文
化元素，启动黎族苗族文化传承人培育计划，结合

“三月三”等民俗节日，大力发展歌舞、苗绣、特色
小吃等文化形态，实施文物、遗址保护工程，为琼
中农民打造黎苗浓郁的文化氛围。

和——通过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实施
“社会管理创新工程”，开展农村新社区的规范化
建设和社会保障的无缝化整合，积极推进村庄便
民服务站建设，为琼中农民提供和谐相处、安定有
序的社会环境。

按近期、中期、远期三步走战略，以五年
（2014年—2018年）作为规划年限，第一年抓点
成线打出品牌、中间两年延伸扩面产生影响、后两
年完善提升成格局。

近期目标（2014年）：以中心镇和重点乡镇为
纽带，以国、省道沿线和“一心一园一带八区”周边
及经济、资源条件较好、群众积极性高的村庄为重
点，总体完成18个富美乡村创建，初步打响琼中

“富美乡村”品牌。
中期目标（2015年—2016年）：在打造第一

批示范点的基础上，扩大范围，连线成面，总体完
成50个富美乡村创建，基本完成“富美乡村”建
设目标。

远期目标（2017年—2018年）：全面完成全
县其他村庄“富美乡村”建设，构建完善琼中“富美
乡村”整体格局。 （宝光 秦海灵）

琼中力争2018年建成一批宜商
宜居的新农村

富美乡村 富美趣和

琼中因地制宜打造富美乡村。图为红毛镇牙村，烟雨濛濛的玉锦莲池。该池以革命先烈王玉锦的名字命
名，该村同时建起了王玉锦纪念馆、茅草屋旧居等建筑，开发红色旅游。 坚强 摄

本报牙叉9月1日电 （记者杨勇 特约记者
陈志强 通讯员陈善杰 符文科）记者近日从白沙
黎族自治县委组织部获悉，白沙以今年1月为时间
起点，进一步提高基层党组织运转经费和村干部
补贴标准，以此激发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工作活力。

据了解，提高基层党组织运转经费的对象为
全县82个农村（社区）党支部和全县非公经济党
组织（含村企联建党组织）。党组织运转经费实行
省、县、乡（镇）三级分摊负责，从2014年起，省财
政划拨每个行政村（社区）每年工作经费由原来的
3000元提高到5000元；县财政划拨每个行政村
（社区）每年工作经费由5000元提高到1.5万元；
乡镇还继续落实配套资金，确保每个村（社区）每
年工作经费不低于2万元。

对在职农村（社区）两委干部补贴标准进行调整，
农村（社区）两委干部正职由原来的每月900元提高
到1100元；副职由原来的每月700元提高到900
元；其他成员由原来的每月600元提高到800元。

提高村干部待遇

白沙村两委干部
每月提高200元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刘政）9月1日24时起，我省国Ⅳ标
准车用汽柴油价格下调。其中90号汽油、
93号汽油、97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每升最
高零售价分别下降0.07元、0.09元、0.09元

和0.09元。调整后，93号汽油每升最高零
售价为8.52元。97号汽油为9.05元。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将
我省车用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 5.51
元/立方米调整为5.46元/立方米。

我省汽柴油价格今起下调

本报文城9月1日电（记者苏庆明）
文昌市林木资源在台风“威马逊”中毁坏
严重，对此文昌计划用3至5年时间全面
恢复原有种植规模，并采取合适树种混种
的方式保证抗风性和美观。这是记者从
文昌市今天召开的“绿化宝岛”行动和灾

后生态恢复重建工作座谈会上获悉的。
据统计，全市林木受灾面积达64

万亩，其中海防林3.3万亩，村庄公益林
13万亩，公路林0.2万亩，商品林44.2
万亩。灾后，文昌积极开展了林木处
理、扶正，恢复苗圃育苗能力等工作，市

政府安排100万元用于提供苗木和发
动社会各界、企业在8个镇150个村庄
实施椰子树种植活动。

据了解，新种海防林向海最前端
50米将种植木麻黄，后150米混种椰子
树和木麻黄。

文昌将用3至5年恢复风毁林木
海防林将混种椰子树和木麻黄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侯赛 通讯员陈
玉）9月1日开学第一天，海口家乐福员工代表早
早来到遭受台风重创的文昌翁田镇务明小学，为
灾区的小朋友送去了价值2万元的电脑、图书、文
体（学习）用具等礼物。

“威马逊”台风中，务明小学教室、图书室全部
被淹，损失惨重。得知学校的情况后，海口家乐福
的员工们立即行动了起来，为灾区小朋友精心购
置了电脑、图书、文体（学习）用具等物资。

海口家乐福
为翁田灾区小学送温暖

9 月 1 日，在
文昌市铺前码头，
工人将沙土运往
北港岛进行道路
灾后重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运沙北港岛
修复风毁路

海口市区五个检验标志核发地点：

灵山镇
海口第一
车管所

椰海大道
海口交警违章
业务办理大厅

世纪大桥
交通违法
处理窗口

白沙门
交通违法
处理窗口

琼北车管所

制图/许丽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

谐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

对税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

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

检举的税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

法将税款收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

奖励，检举奖金数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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