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鳌机场提醒旅客，春运高峰
期，为确保旅客顺利提货登机出港，
旅客须于航班起飞前一小时凭本人
登机牌和身份证领取免税商品

博鳌机场提货点位置：
隔离区二楼1号登机口右侧

工作时间：
早上8：30至最后一个航班离岛为止

三亚国际免税城官网网址为：
www.cdfgsanya.com
网购需在出行前一天21：00前下单预订，方

可在第二天提货 本版制图/陈海冰

博鳌机场免税店提货点正式开业

首日有40人
办理提货业务

本报嘉积2月10日电 （记者邵长春 丁平
杨艺华 通讯员覃朝春）为了更方便顾客体验海南
省离岛免税政策，博鳌机场在候机楼内设立的三
亚国际免税城提货点今天正式启用。博鳌机场免
税提货点第一天开业已有40名提货人陆续办理
提货业务，共成交140件商品，总额约15万元。

博鳌机场春运期间客流量不断增大，此次增设
免税店提货点，不仅完善机场服务功能，为旅客提供
了新的服务体验，还可以吸引更多的旅客选择从博
鳌机场离岛，有利于带动琼海旅游景点观光、住宿餐
饮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关注“四好农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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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易宗平

今天，东边天际刚刚露出鱼肚白，
许亮已经习惯性地起床并快速洗漱，
走出家门直奔停靠在附近的公交车，
打开车门准备发车。他是一名农村公
交车司机，也是儋州市那大镇屋基村
村民。

“我承包这趟农村公交车已经3
年了。”许亮感慨地说，以前没开通农
村公交时，村民们上街、送孩子上学，
只能骑着电动车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
走，一到雨天就让人叫苦不迭。“不过
现在好了，村道拓宽和硬化后，还有专

人养护。农村公交既负责客运，也分
担一些物流功能。”许亮高兴地说。

记者了解到，儋州市的农村公交
司机一般都是从各村选出的。此举既
为农村提供就业机会，更是一项便民
措施，大大方便村民的出行。

时光回溯到2013年，儋州市城乡
公共交通经营企业共有5家，其中有4
家台账上为赤字，另外一家基本持
平。在这种状况下，农村公交运营面
临着赤字难题。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交通问
题，儋州农村公交探索客流、物流、公
路养护‘三位一体’的新机制。”儋州市

交通运输局局长王国臣说，早在2013
年，我省农村公交改革试点率先落户
海头镇并实行“打包”制，即通过招标，
优选出儋州运通公路客运有限公司承
接海头镇的农村客运和物品托运、保
管、派送功能。同时，该公司还负责农
村公路养护工作。2014年，这项改革
推广到那大镇各村。

王国臣解释，将以上业务交给一
家公司承担，有三个考量：三项业务都
具有市场经济属性，适宜经济手段运
作；三项业务经营各有风险，合并运作
可起到盈亏互补作用；三项业务合并
运作体现权利、责任统一，可提高运作
效率。

那么，实际运营中效果如何呢？
儋州运通公路客运有限公司总经理钟

可彪透露，在多家公交公司整体亏损
的情况下，这几年来，该公司运营能实
现收支平衡，且略有盈余，可见推行

“客运+物流+公路养护”一体化模式
是可行的。

钟可彪介绍，该公司农村公交在
做好客运的同时，还充分利用底层
货厢，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物流功
能。具体实行纵向和横向合作：在
纵向上，该公司内部与各公交司机
签订了承包协议，激发其运营动力；
在横向上，该公司与相关快递公司
签订了合作协议，每天由公交车将
大量快件托送到各村。各村的部分
农产品，也通过公交车底层货厢运出
村进行销售。

合则多赢。儋州农村公交的整合

效应，给村民带来了更多实惠。该市
海头镇那历村村民符庆花说，村里开
通了公交后，她的小卖部进货渠道更
畅通了，商品品种增加不少，吸引了本
村村民和不少外村村民搭乘公交前来
购物。

如今，儋州农村公交的经营状况
正在不断改善。儋州市交通运输局工
程师王亚串介绍，2017年至2018年
推进的农村公路“六大工程”完工后，
可新增农村公路846公里。总里程
超过3000公里的农村公路，可覆盖
全市所有自然村，这也为下一步向各
镇推广农村公交运营改革新机制打
下坚实基础，从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作出贡献。

（本报那大2月10日电）

儋州农村公路运营发挥整合效应

“客运+物流+公路养护”便民惠民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在洋浦千年古盐田，暖阳晾晒
下，一个个躬身忙碌劳作的盐村人，
在千年晒盐石的一块块凹槽里晒出
一撮撮海盐，白如雪、细如棉，让人惊
叹！这样的一幕幕场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老洋浦人总是看不腻，更
不舍得远离。若能把家安在千年古
盐田周边，对他们来说，也许就是最
好的家园愿景。

“你看我这房子，格局多通透，采
光多好，90多平方米，有3个房间，
还是海景房呢！”2月8日，在119亩
安置房小区3栋2单元7楼，站在宽
敞的阳台上，安置户陈珠秀正忙着用
湿毛巾擦拭阳台栏杆，还不时抬头看
看那1公里开外的千年古盐田，越干
活心情越舒畅。

2月初，就在洋浦古盐田公园的
西侧，经过两年多建设并完善周边配
套设施后，建有千余套安置房的119
亩安置房小区开始选房。这也意味
着，包括陈珠秀在内的800多户安置
户终于如愿实现了安居洋浦千年古
盐田边的愿望。

陈珠秀是洋浦新英湾雷车村的外
嫁女。自从119亩安置房小区开工建
设以来，只要平时一有闲暇，她就会与
家人过来看看房子的建设进展情况。
2月3日一大早，她如愿地选中了这套
心仪已久的新房，办理了一系列交房

手续后，领到了新房钥匙。
记者在她家看到，新房地砖色调

柔和，主卧面朝小区中庭，厨房里的
燃气管道已经安装到位。“春节前乔
迁吉利，好日子可不能错过！”陈珠秀
说，这两天将抽空购置家俱、家电，春
节全家人就能住进新房了。

同样，准备赶在年前乔迁的安置
户谭德俊，一家五口人，这次选中了
5栋2单元7层的120平方米户型。

“这小区配套设施真不错，以后我小
孩就可以经常在楼下打篮球了！”她
对这套新居感到非常满意。

“我们很多人都是老街坊、老邻
居，现在又能一起搬进同一个小区，
以后生活肯定很热闹！”在小区物业
管理办公室，多名安置户难掩脸上的
喜悦，正在有序地排着队办理入住手
续。

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办事处
安置办工作人员徐必升介绍，119亩
安置房小区共建有1004套安置房，
分A、B两区，B区主要安置洋浦原
籍居民，A区则用于安置洋浦原籍居
民、户籍迁移至洋浦的外来居民以及
外嫁女。按照计划，800多户安置户

将于除夕前选房结束。目前，物业已
经提前进驻小区，保洁、水电各项服
务均已提前到位。

小区内，一排排栽下没多久的樟
树已开始吐新芽，一株株盆栽正绽放
着芬芳娇艳的鲜花。夜幕刚落，一盏
盏路灯已亮起，家园的氛围越来越
浓。陈珠秀也盼着，待天气暖和了，
吐新芽的樟树渐渐长成绿叶织成的
林荫。“以后，每逢周末或傍晚闲暇，
可以携老带娃漫步于千年古盐田，肯
定很惬意。”陈珠秀畅想着。

（本报洋浦2月10日电）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特约记者 吴孝俊
通讯员 陈家良 禹业启

“加把劲干，趁着天气好，今天就
把房顶修好，圆了阿婆的心愿！”2月
8日，天气虽然有些凉，临高县调楼
镇黄龙上村82岁钟阿婆家的房顶上
却格外热闹。村党员义工队成员张
超群正蹲在钟阿婆家的房顶上，不时
接过村民递过来的一叠瓦片，一块块
地往房上贴。

老房子的屋檐下，82岁的钟阿
婆脸上乐开了花。

“老屋住了几十年，有感情，就算
漏雨也不想搬出去。”钟阿婆说，虽然
儿子在别处盖了新房，可她不愿意搬
走。前段时间，房子漏雨，阿婆一直
想找个好天气在年前把屋顶翻新。
阿婆就一个儿子，出门工作有时会顾
不上阿婆的生活起居。张超群却一
直记挂着阿婆的心愿。

这天，张超群一大早就来到阿婆
家帮忙。

几个男人蹲在房顶上不停地忙
碌着，一片片新瓦替代旧瓦，老房渐
渐展露出新颜。

听说有记者采访，钟阿婆的邻居
王迟凑了过来。她也有故事要对记
者讲。

“上个月我姑婆突然得了阑尾
炎，如果不是党员义工队帮忙，现在
恐怕已经见不到姑婆了。”回忆起1
月24日凌晨发生的事，王迟还心有
余悸。当晚，王迟95岁的姑婆方孟

利突发阑尾炎，疼得在床上来回打
滚。王迟和姑婆两人相依为命。姑
婆得了急病，王迟一下子慌了神。紧
急时刻，她想到了党员义工队，赶紧
跑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亚
留的家敲门求助。当时，夜色漆黑，
下着冷雨。张亚留凌晨1时半打通
了朋友的电话，安排了车，又赶到王
迟家，和朋友一起把方阿婆抬上车，
送到了临高县人民医院急救，这才抢
回了阿婆的一条命。

现在，方阿婆已经活动自如。老
人不会表达，但只要一看到张亚留，
就会紧紧地抓着他的手舍不得松开。

“天冷了送棉衣，过年过节送物
资，村里的五保户和困难户多亏有他

们，才不挨饿受冻。”“不光是修房子，
修门窗、修水电，就没有他们不会的。
以前有困难不知道找谁，现在找他们
准没错！”“好几户贫困户在他们的帮
助下都脱了贫，你说他们作用大不！”
对党员义工队，村民们止不住赞叹。

黄龙上村党员义工队最初建立
于2012年，由村前任党支部书记带
头发起组建。张亚留说，黄龙上村有
1020人，困难群众比较多，遇到有困
难的村民，当时的老支书就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做起了好事。
随后，越来越多的党员加入其中。现
在，黄龙上村的13名党员全都加入
党员义工队，大家平时出门工作，回
到家就到有困难的村民家里帮忙。

“我们管帮忙叫服务，都是党员
应该做的，也成了习惯。要是一天不
到困难群众家里看看，心里都不自
在。”张亚留笑着说。

2017年，调楼镇委、镇政府将这
支做好事的党员队伍正式命名为党
员义工队，并将其作为典型呼吁全镇
学习。去年一年，全镇成立了19支
党员义工队，覆盖所有村委会、居委
会。据不完全统计，去年调楼镇党员
联系群众1.6万余人次，服务群众办
理户口、计生、医疗等事项2400余
项，帮助五保、低保和贫困户等困难
群众修缮门窗损坏、房屋漏水、水电
照明等超过230次。

（本报临城2月10日电）

临高调楼镇黄龙上村党员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党员义工队：热心热情 服务百姓

洋浦800多户安置户年前开心选房

喜迁新居过大年

◀上接A01版
台前幕后，埋头苦干。全力投入的除了演出

队伍，还有连日来一直为演出进行保障的三亚各
相关单位。据悉，为保障晚会顺利进行，三亚专门
成立由主要领导牵头负责的工作领导小组，联动
该市旅游、财政、交通、海洋渔业、卫生、公安、住
建、安监、食药监、电力、园林环卫、消防等各相关
部门联动合作，下设5个职能小组，全方位确保演
出呈现最佳效果。

为确保声光电等技术手段正常工作，三亚还
调动8辆应急电源车，供电部门每天投入120人
次对供电线路进行巡查、检测、值守，采取无缝衔
接切换电路等多种手段，保障电力充足供应；海事
局牵头组织海洋、海警和公安边防等部门负责晚
会场地周边海上交通秩序的维护，研究制订分会
场海上交通安全保障工作方案，彩排及直播期间
牵头做好海上交通管制，保障活动水域清爽，有序
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此次我们协会有5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
了服务保障工作，能以这样特殊的方式为家乡作
贡献，我们特别自豪！”三亚市大学生公益联合会
的大学生志愿者王澜说。

央视狗年春晚海南分会场
第二次带妆全要素联排

海口市社会福利院里年味浓

一股股暖流
让孩子们不孤寒

■ 本报记者 刘操

2月9日下午，海口市社会福利
院青少部孩子们的生活区里，11岁
的小乐刚刚午觉醒来，就被小伙伴
们叫着去选新衣服了。在社工阿姨
的帮助下，小乐试了毛衣、羽绒服、
鞋子，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春节脚步临近，一串串大红灯
笼、一个个红红的“福”字把福利院
点缀得年味十足。“今年的新衣服真
漂亮”“我们今天早上做手工‘福’
啦”“昨天晚上很多哥哥姐姐来给我
们表演节目”……看到记者来采访，
孩子们兴奋地围拢过来，七嘴八舌
地表达着他们的兴奋心情。

“前一晚，我们举办了团拜晚
会，接下来还会组织孩子们集体制
作炸油角、外出看电影、聚餐以及到
万绿园看花灯等活动。”新春佳节正
是万家团圆时，如何让院里的160
名孩子也能开开心心过大年，海口
市福利院院长唐凤英最近一直在忙
碌地准备着。

“现在政府给孩子的福利越来
越多，孩子们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
好，春节期间孩子们可以吃到许多
喜欢的菜，厨房师傅也会每天给孩
子们换不同口味。”海口市福利院综
合部副主任陈陆梅在福利院工作了
20多年，她告诉记者，大年三十，大
家会一起吃年夜饭。大年初一，福
利院会给每个孩子准备糖果、饼干，
并给孩子们发红包。

从去年10月开始，我省各市县
机构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从
每人每月1000元提高至1300元。
而春节前，一股股暖流更是从四面八
方涌入福利院。不少单位、企业和社
会爱心人士前来看望孩子们，给他们
送来新年礼包。在唐凤英看来，政府
的投入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参与，让孩
子们的幸福感更强了。

海口市福利院的孩子们，六成
患有先天疾病，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康
复治疗，唐凤英也一直在想办法。“孩
子来到福利院后，我们会给他们建立
健康档案，福利院每隔一段时间会对
一个孩子进行评估，给孩子制定一套

‘养治康教置’的方案，细化到如何喂
养、改善营养、进行护理等。”唐凤英
说，自己的最终目标，是能让所有的
孩子回归家庭，走向社会。

“看着病重的孩子慢慢康复，读
书的孩子学有所成，这是我们最值得
欣慰和开心的地方。”海口市福利院
的社工黄奕彬说，春节期间，海口市
社会福利院的所有医生、护理人员等
工作人员都会与平时一样照常上岗。

唐凤英最大的心愿，是希望通过
温情活动让孩子们有家的感觉，“孩
子最健康的养育方式是回归家庭，让
孩子有家的氛围，对他们的心理健康
很有帮助。”（本报海口2月10日讯）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金昌波）记者今
天从省司法厅获悉，“12348海南法网”正式上线运
行，并与“12348中国法网”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为
人民群众提供普惠性、公益性、可选择性的公共法
律服务，实现了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在海南落地。

据悉，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
我省司法行政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中
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精神的
重要举措。目前，“12348海南法网”整合律师、公
证、司法鉴定、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多种群众日
常所需的法律服务资源，通过由46名法律援助人
员、律师、公证员、人民调解员、司法鉴定人员、仲
裁员等组成的驻场团队和“椰岛小司”智能机器人
提供法律服务，基本实现了司法行政公共法律服
务事项的全面覆盖。

下一步，省司法厅将抓紧建设公共法律服务实
体和热线平台，继续升级改造“12348海南法网”网
上申请、在线预约等服务功能，方便快捷地为法律
需求者做出及时准确的服务指引，实现群众足不出
户可获得“超市化”“淘宝式”的公共法律服务。

“12348海南法网”
(http：//hi.12348.gov.cn/#/home/home)

“海南掌上12348”
就可查找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寻求帮助

“12348海南法网”
正式上线运行
提供“淘宝式”体验的公共法律服务

2月8日，党员张超群（左一）在帮钟阿婆家修缮房顶。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陈家良 摄

不少安置户已经在119亩安置房小区选好房准备搬家过年。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社工给孩子们试穿新衣。
本报记者 刘操 摄

◀上接A01版
推介农副产品、宣传扶贫政策、传递群众心声。为
了回馈社会各界对扶贫事业的支持，晚会还设置
了产品推介及低价、限量及组合大礼包的“秒杀”
环节，为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了惊喜。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有19家爱心企业参与，
截至活动当晚，爱心企业购买的产品金额共计
86.2168万元，其中，海南省免税品有限公司和海
航集团现场认购20万元扶贫农副产品，海航集团
还特别向现场的环卫工人送上了新春贺礼。

据了解，本次脱贫致富新春爱心集市将持续
举办至2月11日下午结束，各市县展馆的产品充
足，有意向购买的市民可抓紧时间前往。

脱贫致富新春爱心集市
在海口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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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