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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李德乾

“您好，4个人点3个菜应该够
了，如果不够一会再接着点，咱们尽
量不浪费，好吗？”7月23日晚，在昌
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木棉铂金酒
店，餐厅经理陈雪龄看到宾客点菜
多了，不忘指着餐桌上“文明餐桌
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微笑提醒。
现今，餐桌文明大行动已在当地餐
饮企业、学校、企业食堂推广，厉行
节约的思想也从餐桌延伸到市民的
日常生活中。

2017年10月以来，昌江全面推
进社会文明大行动和“双创”“双修”
（即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卫
生县城、开展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
工作，同时启动文明教育、文明交通、
环境治理、文明旅游、文化惠民、诚信
践诺、志愿服务、军民融合和网络文
明等九大专项行动。在这一过程中，
昌江逐步优化“软实力”，带动“硬指
标”的完善与民生的发展，从而促使
社会文明大行动水到渠成，在这一来
一往良性循环之间，推动的是城市快
速发展，真正获益的是广大群众。

“这个社区书屋就办得很好，我
经常来这里看书。”7月23日，在石碌
镇城北社区服务中心的社区书屋里，
63岁的符日科坐在靠椅上认真翻阅

书籍，在他身后的书架上，分类摆放
着养生、科普、文学等图书千余册，不
时有社区居民前来借阅。今年3月，
随着城北社区服务中心建成，志愿服
务站、书画室、爱心超市等配套设施
陆续投用，社区居民真切享受到社会
文明大行动带来的一系列福利。

从县城到乡村，现今，社会文明
大行动已逐步深入。漫步在十月田
镇才地村委会下辖的波兰沟村，民宅
的外墙喷绘着和谐美观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图案，文明乡风扑面而
来。“建设一个没有围墙的美丽乡村，
是波兰沟的最大特色。”才地村党支

部书记卢振华介绍，波兰沟村民小组
有142户村民，此前有80多户建有
围墙，不仅挤占了村道，还影响了美
丽乡村的整体推进。

“工作越难，党员干部就更要带
好头干成事！”2016年4月，卢振华
第一个拆掉自家的庭院围墙。在村

“两委”班子带头下，短短两个多月时
间里，80多户村民拆掉庭院围墙，规
划建起约半米高的竹篱笆，形成独特
的“田园风”。没了围墙，大家“串门”
更勤快了，邻里关系变得更和睦。卢
振华介绍，接下来，波兰沟村还要继
续开展“文明家庭”评选，并酝酿引进
资源把坡兰沟建成为一个宜居、宜
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对标立杆，高位推动；以上率下，
城乡联动。文明，正在日渐内化为昌
江的发展基因，并转化为强大的奋斗
动力，提振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

“精气神”，更重要的是，社会文明大
行动有效提升行政效能，已成为优化
营商环境的重要载体。

今年以来，在海南全岛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背景下，
昌江提出“五地两县”布局和发展思
路，并在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出台了
一系列相关政策，已吸引了恒大集
团、奥特莱斯、中南集团等一大批知
名企业进驻昌江投资发展，在旅游、
农业、工业、医疗健康、体育文化等板
块高水平谋划项目。昌江县委书记
黄金城表示，将鼓励与支持更多的企
业围绕昌江发展新定位，结合“多规
合一”、美丽乡村建设等领域，携手加
速建设“山海黎乡大花园”。

（本报石碌7月24日电）

昌江深入实施文明大行动，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山海黎乡奏响文明乐章

居民在石碌镇城北社区服务中心的社区书屋看书。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林朱辉 摄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张期
望）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商务局获悉，当
前海口全市蔬菜每日上市供应量约
663.2吨，另有市级蔬菜储备3000吨
已到位，可确保台风期间海口市内蔬
菜供应充足。

据了解，当前海口全市蔬菜种植面
积35472亩，预计产量20561吨，其中
叶菜的种植面积16762亩，预计产量
7821吨。为保障台风期间全市蔬菜正
常供应，目前，海南凤翔蔬菜批发市场、

海口加旺蔬菜批发市场已做好蔬菜储
备工作，市级蔬菜储备3000吨已到
位。23日15时琼州海峡已恢复通航，
岛外蔬菜陆续进岛补充市场。

据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相关负

责人介绍，7月23日，菜篮子蔬菜基
地采收菜心、地瓜叶、空心菜等蔬菜共
计7吨，现已做好热带低压期间基地
排涝和恢复生产工作，确保台风过后
基地迅速恢复正常生产供应。

目前，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累
计调运储备量约400吨。储备菜品包
括土豆、菜心、白萝卜、莲花白、冬瓜、
南瓜、生菜等13个品种，其中“一元
菜”储备量100吨，保障菜篮子末端销

售网点蔬菜供应充足。
此外，目前省级生猪储备10万

头、冻猪肉储备2000吨，台风期间，海
口全市猪肉可充足供应，按海口市民
日常需求量，可持续供应30天。

蔬菜种植面积3.5万余亩，日上市量660多吨

海口：可确保台风期间蔬菜供应充足

本报牙叉7月24日电 （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陈卜茹 陈权）今天，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雅钗市场
附近，4名身着蓝色志愿者服装的
年轻人忙着整理路边违规停放的电
动车。经了解，这4人是前来白沙
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因在城区违
规停放摩托车被白沙综合执法局执
法人员查处，选择以开展城市志愿
服务活动的方式作为处罚。这是白
沙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将文明执
法与有效普法相融合，提升公民守
法意识的一个缩影。

记者从白沙文明委了解到，该
县正在广泛开展文明礼仪、文明交
通、文明旅游、文明环境、诚实守
信、志愿服务等行动，下一步，还将
大力推行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
明家庭和文明校园等创建活动，积
极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推进文明
城市建设。

白沙实行文明执法+有效普
法,推进文明大行动

提升公民守法意识

定安“美好新农村”
平台上线
百姓足不出户便可享受多种信息服务

本报定城7月24日电 （记者邓钰 特约记
者司玉 通讯员黄荣海）今天，定安县“美好新农
村”平台正式上线，这是由定安县委宣传部与中
国电信定安分公司联合打造的定安个性化电视
栏目平台，将以高清“电信电视”为主要载体，以
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提供政府政策宣传、
精准扶贫工作、农业生产经营、本地综合服务等
多方面信息。

“美好新农村”平台建设依托于中国电信的光
纤网络，广大群众通过家里的电视机，除了可以正
常收看电视直播回看、节目点播等内容外，还可以
随时收看到要闻动态、热点专题、脱贫攻坚、农业
服务、文明定安、办事指南、公众互动、文化生活、
医疗卫生、农村建房、定安美食等11个栏目，实现
农村老百姓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工作、生产、生
活等各方面信息服务。

目前，定安县108个村的2.34万户家庭已接
入“美好新农村”平台。

本报万城7月24日电 （记者
袁宇 通讯员曾望）记者今天从万宁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获悉，为预防和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规范摩托车行
车秩序，万宁市昨天启动了道路安
全专项整治，对驾乘摩托车、电动车

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
查处。整治行动首日，共查处纠正
462起不戴安全头盔交通违法行为。

据悉，整治行动实行“公安+城
管”巡逻执法，“公安+志愿者”执
勤，将出动180名警员，在万宁市区

红专路、文明路、西门路、建设路等
8个点进行集中整治。

万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整治行动主要查处驾
乘摩托车或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摩
托车或电动车超员载人、无证驾摩托

车、无牌无证摩托车上路行驶等交通
违法行为，被查处的摩托车、电动车
驾乘人员必须当场接受15分钟以上
的学习教育，签订“戴头盔，拒超载，
文明驾乘摩托车”责任书，购买并戴
上安全头盔后才会放行。

万宁开展道路安全专项整治

首日462起骑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被查

本报石碌7月24日电 （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李德乾）记者今天从
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获悉，7月28日起，昌江将启用
电子警察、区间测速卡口等智能交
通管理设备，对违反交通信号、不按

规定车道行驶（压线）、超速、不系安
全带、驾车打手机、违停等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实时抓拍取证。

此次启用电子警察路口分别
为：民贸丁字路口、矿建十字路口、
人民北路与环城东一路路口、昌江

大道与市民二路路口、棋子湾旅游
专道十月田路口、棋子湾旅游专道
乌烈路口、核电专道唐兴村路口。
区间测速路段为棋子湾专道（4公
里＋400米）至（20公里＋900米），
全长16.5公里，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80公里。此外，将对人民北路与新
村西路路口等12个路段进行智能
监控。

昌江交警提醒，请市民自觉遵
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格遵守行
车秩序和停车秩序。

昌江28日起启用智能交通管理设备

实时抓拍交通违法行为

构
建
文
明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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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创建海南文明岛·做文明有礼的海南人

三亚启动
海鲜餐饮企业培训
21家海鲜餐饮企业通过星级评定

本报三亚7月24日电（记者林诗婷）今天上
午，三亚举行深入推进旅游地方标准海鲜餐饮企
业实施培训会，规范海鲜餐饮企业经营管理。当
地旅游、工商、发改、质监、食药监等相关单位负责
人与各海鲜餐饮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解答旅
游餐饮标准化等相关问题。记者在会上获悉，三
亚推动海鲜餐饮等涉旅企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初具成效，目前已有 21家海鲜餐饮企业获得
2017年度星级评定。

此次培训共4期，邀请三亚市旅游委、工商
局、发改委、质监局、旅游警察支队、食药监局、
消防局、旅游质监局、综合执法局等相关单位的
业务骨干进行授课。培训内容包括三亚海鲜餐
饮企业在实施旅游地方标准过程中涉及的咨询
投诉、礼仪礼节、食品安全等方面。

近年来，三亚着力推进旅游标准化建设，加强
行业监管力度，制定出台规范标准，多措并举提升
海鲜餐饮等涉旅企业服务质量。

广告

1993年7月25日，符史钦、邢益师等八个志同道合的

兄弟共筹50万元资金，租赁海口市龙昆南路边一间110平

方米的临时建筑，开办了有十多张台子的龙泉海鲜酒家。

“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泉”则意味源源不息、源

远流长，正如其名之寓意，龙泉集团经历二十余年的发

展，从一家小店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五十多家连锁企业、固

定资产十多亿元的以餐饮业为主，以农业产业为辅，集餐

饮、客房、食品加工、种植养殖、观光旅游等实业为一

体，多业态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

25年来龙泉集团一直着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并以

优秀的品质和优质的服务，带来了口碑和品牌效应，一步

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的快速发展，龙泉中餐、龙泉客

房、龙泉西餐、龙泉快餐、龙泉文昌鸡、龙泉椰子鸡汤、

龙泉月饼、龙泉粽子、龙泉年糕、龙泉家园、龙泉乡园

……龙泉品牌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海南市民喜爱的

“龙泉味道”，成为市民欢迎的海南民间特色餐饮品牌。近

几年，龙泉品牌还进驻了上海、深圳及新加坡等地，并有

了规模化的发展，得到众多消费者的认可，海南美食文化

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创新，海南特色走出国门。

龙泉创业伊始，就把“以人为本，精益求精；先学做

人，后学做事”的龙泉理念和“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

于实践，敢于创新”的龙泉精神做为事业发展的基石，并

通过不断实践和丰富，成为龙泉事业发展壮大的不懈动

力。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让龙泉集团不断壮大，员工人数

由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如今的6000多人。且大家都习惯

而骄傲地称自己为“龙泉人”。

今年25周年庆典之际，龙泉集团向文昌市东路镇政府

捐赠20万元作为精准扶贫及教育基金款项；向海口市龙华

区环卫局、海口工人托老院、文昌市光荣福利院捐赠共计

2000多盒龙泉月饼。“龙泉文化不但属于龙泉，更希望能与

全社会共享”，集团董事长符史钦曾说过。龙泉集团历来重

视社会责任，从扶贫助困到抗灾救灾，再到倾情公益，矢

志不渝履行企业的社会担当。从创办至今的25年间，龙泉

集团从事的公益事业不胜枚举，累计用于公益事业的费用

逾千万元。自成立以来，龙泉解决社会就业上万人次，还

为下岗工人创造了再就业机会、安置退役军人达300多

名，吸收了大量农村青年就业，对改善农村家庭的贫困状

况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龙泉集团每年都向社会捐款捐

物，多年来不间断地向老红军、老党员、环卫工人、困难

群众、残疾人士、敬老院、福利院等送月饼、粽子、年

货、衣服等慰问品，响应政府扶贫号召，对贫困户捐资捐

物，开展送温暖、送真情和兴学助教，赈灾救困等活动，

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船向天涯去，风自海南来”。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成

长至25岁风华正茂的龙泉，一定能在海南这片热土上，用

智慧与汗水，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绘就让下一个25年惊

艳的多彩画卷！

（汤昌琦）

龙腾泉涌海之南
海南龙泉集团创业25周年

改革春潮涌，风正好扬帆。在隆重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抚今追昔难忘的改革岁月，共同展望美好新海南的新征程。

我省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
扣缴客户端8月1日启用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吴芳玲）记者今天从省税务局获悉，为有力支
撑个人所得税改革顺利推进，我省已经上线自
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软件，8月1日开
始启用，该软件可以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网上
扣缴申报服务，有效满足广大扣缴义务人的报
税需求。

据了解，自今年8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扣
缴义务人可通过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
端进行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海南
税务办税工具软件的个人所得税相关功能和网
上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申报功能将停止使用。个
人所得税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新增了税务通知
模块、查询统计功能等5项功能，总计更新了20
项办税功能。

7月底，我省将在全省范围内举办扣缴义
务人的线上和线下客户端操作培训，具体培训
时间可以关注省税务局的后续公告，扣缴义务
人可从附件中下载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
户端的培训视频、培训课件及用户手册，用于学
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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