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三亚市崖州区一处田洋上，农户正在耕作。
据介绍，崖州区每年收购北调的瓜菜达26万吨以上，占海南瓜菜出岛总量近1/10，是琼南最大的瓜

菜集散中心，也是海南最大的瓜菜生产基地之一。今冬明春计划种植冬季瓜菜面积6.7万亩，当前已种
植面积2.696万亩。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崖州区：

农户冬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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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八所10月28日电（记者张
文君 通讯员杜剑芯）海南日报记者
10月28日从东方市政园林环卫事务
中心获悉，东方市将启动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试点工作，通过试点先行、以点
带面的方式，今年将稳步推进26个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建设。

据了解，东方已制定了《东方市

东河镇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建设方案》，投资约128万元，每户
配置2个 60升垃圾桶、每300户配
一辆桶装电动车、建垃圾分类屋和
垃圾分拣房等，率先推进东河镇冲
南村、南浪村、俄贤村的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

记者了解到，东方将实行“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模式，各行政村配置
收集员引导每户村民进行干湿垃圾
分类，然后由收集员上门收集垃圾
到垃圾分拣房。在垃圾分拣房，分
类员再按照可回收垃圾、易腐垃圾、
有毒有害垃圾以及其他垃圾这4种
类型进行专业再分类。其中，易腐

垃圾进入易腐垃圾处理一体机进行
处理，所得产物由村委会统一分配
或由企业购买回收；可回收垃圾暂
存后统一出售给资源回收企业；有
毒有害垃圾运输至危险废物处理
场；其他垃圾由镇政府或环卫公司
运用垃圾压缩车等设备转运至东方
市垃圾填埋场处理。

东方将启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今年推进26个垃圾分类示范村建设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角
A：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bar？
您想去酒吧吗？
B：I would love to。 / Good！ Why

not？
好啊。
A：Let’s grab a drink after work。
下班后，我们一起喝一杯。
B：Awesome，call me when you fin-

ish。
好呀，你结束后给我打电话吧。
Beverage 酒水
Wine 葡萄酒
White wine 白葡萄酒
Rose wine 桃红葡萄酒
Champagne 香槟
Sparkling wine 含气葡萄酒
Liqueur 利口酒/餐后甜酒
Spirit 烈酒
Beer 啤酒

自贸英语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
尤梦瑜朗读的英语音频。

探索建立本科以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部
省联合审批机制。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establish-
ing the ministerial-provincial joint exam-
ination and approval mechanism for Sino-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s
offering undergraduate courses or above。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谢琛）海南日报记者10
月28日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获悉，2019年日本旅游博览会于10
月24日至27日在大阪举行，省旅文
厅组织我省旅游业界代表组团参展。

博览会上，特装搭建的海南展台整
体展示了我省的旅游形象，重点展示海
南滨海休闲、高端度假酒店、新兴度假
综合体、高尔夫和冲浪等体育运动、航
线航班等旅游资源产品和资讯信息。
同时，通过海南旅游文化国际形象吉祥

物波波椰舞蹈表演、现场游戏互动、播放
宣传视频、宣传资料分发等方式，生动展
示了海南多元的文化和旅游资源产品。

借此次参展之机，10月23日，省
旅文厅携波波椰访熊本县政府，与日
本旅游知名IP、该县吉祥物熊本熊团

队以及国际观光推进室的代表进行
座谈，学习借鉴通过吉祥物带动地方
旅游等产业发展的“吉祥物经济”，寻
求通过波波椰与熊本熊的合作，加强
海南旅游形象在日本的宣传推广。

日本一直以来都是我省重要的

客源市场，今年2月，海口⇌大阪航
线重新启航，成为我省进一步开拓日
本客源市场的关键一步。省旅文厅
将在日本加大广告投放，加强宣传推
广力度，大力提升我省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促进日本赴琼游客数量增长。

我省组团参加日本旅游博览会，学习发展经验，宣传海南形象

波波椰向熊本熊学习“吉祥物经济”

本报三亚10月28日电 （记者
梁君穷 徐慧玲）10月28日下午，三
亚举行2019年冬季旅游营销活动新
闻发布会，推出了2019年首届“大三
亚”旅游产品创新设计大赛评选出的
50条线路、围绕“三亚⇌北京”“三亚
⇌长春”开发的“旅游+铁路”12个专
列旅游产品和三亚国际旅游消费年

冬季主打产品等。
针对珠江三角洲市场、江浙沪市

场、京津冀市场、成渝市场、华中市
场、东北市场、西北市场等7个国内
客源市场，三亚将全面开展上述50
条线路推广活动。

“旅游+铁路”12个专列旅游产
品重点针对火车沿线市场开展系列

宣传推广。三亚将组建4支旅游专
列宣传促销队伍，在专列沿线停靠城
市进行宣传促销工作，分别覆盖华
东、华南、华中、华北四个区域共22
个城市。三亚还将联动海口市，开展
海口⇌上海专列沿线上海、嘉兴、杭
州、义乌、金华、鹰潭、株洲等停靠城
市的宣传营销活动。

此外，针对北京、上海等重点一
线城市客源地市场，三亚市旅文局与
携程合作推出《非常三亚》系列产品，
计划推出60条新增产品线，旨在将
高品质的海南旅游向目标客源城市
进行推广。将通过高性价比的“机
票+酒店”套餐，丰富的旅行大礼包，
海量的海南玩法线路等多种形式，力

求全方位满足亲子、情侣、大家庭等
出游客人的需求。

为了扩大影响和覆盖人群，三亚
将组织旅游专业媒体到该市深入体
验冬季旅游线路和产品。人民系融
媒行将于11月14日至18日走进三
亚，围绕“放心游”主题开展体验式报
道，展现三亚旅游的品质。

今年冬季旅游营销活动启动，为重点客源市场量身定制产品

三亚推出12个专列旅游产品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计
思佳 实习生郑俊云）白墙黛瓦、镂空
花窗、绿植缠绕……乍一看以为是一
座精致的花房，其实是“高颜值”的生
态厕所。上个月底，两座生态厕所在
海口万绿园内正式亮相。因外墙

“披”上了植被“绿衣”，生态厕所不仅
外观清新靓丽，还具备除臭、降温、吸
尘等功能，受到了市民、游客的青睐。

两座改造后的生态公厕分别位
于万绿园内湖北侧和万绿园中心草
坪路边。10月28日下午，海南日报
记者走进万绿园内的生态公厕，一片
盎然绿意尽收眼底——各类植被爬
满了厕所的立柱和四面外墙，错落有
致、层层叠叠、深浅不一，与公园周边
的景观绿化融为一体。

公厕屋顶及墙体上种植的植被
有肾蕨、银边草、鸡抓绒等，基本都
是海南本地的耐阴耐湿的植被。既
具有观赏价值，还能通过光合作用，
达到除臭、隔热、降温、吸附灰尘的
作用。

万绿园管理处综合科科长林志

明告诉记者，每天来万绿园锻炼的市
民很多，所以园内公厕的使用频率也
很高。“过去由于墙壁上没有任何遮
挡物，到了夏天，公厕内非常闷热，风
扇24小时不能停。为了减少异味，
我们还在每个厕所内放置了除臭
剂。现在通过在墙体种植植被的方
式来降温除臭，生态又环保。”

傍晚，市民郭先生带着6岁的儿
子来公园玩耍，小朋友看着厕所墙上
的绿植十分兴奋。“植被绿墙很有创
意，看了让人赏心悦目。过去厕所是
脏臭的代名词，如今生态厕所不仅干
净无味，更成了公园中的独特风景。”
郭先生评价道。

在墙体种植植被，若管护不当，
会造成植被枯萎。对此，林志明表示
不用担心。当他扒开墙上的一排肾
蕨，记者看到，这些墙体植被其实都
是种植在小型带土花盆中的，花盆被
固定在墙上，并且上方有水管穿过。

“每天上午我们都会对植被进行滴
灌，到一定时间还要喷营养液，确保
这些植被正常生长。”林志明告诉记

者，厕所绿植选用植物均为多年永久
性生长植物，繁衍能力强，养护到位
可维持4至5年后再更换苗木。

据了解，万绿园计划改造厕所有
9座，目前已改造2座，剩余公厕计划

明年完成改造。“这是海口首批投入使
用的生态公厕。一个多月来，得到了
市民、游客的好评，下一步将在各大市
政公园进行推广。”海口市园林环卫部
门有关负责人说。

海口万绿园现“高颜值”生态厕所

墙体“披绿衣”降温除臭又好看

万绿园生态厕所。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摄

◀上接A01版
措施出台后，只需公司在注销登记申请书上填报
上述信息，并由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签字盖
章即可办理。

尊重股东意思自治。除公司章程另有约定
外，经公司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确认同
意公司解散的，在承诺已告知其他股东和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的前提下，可凭确认的股东会决议和
清算报告办理公司注销登记。免于再次提交其余
股东被告知和真实意思表示等证明材料，降低了
企业注销成本。

推动“僵尸企业”退出。股东（出资人）为全
民、集体所有制企业，因特定原因无法签署有关注
销登记文件的，可由其主管部门（出资人）代表签
署有关注销登记文件，推动解决该类“僵尸企业”
退出市场程序障碍问题。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出台注
销便利化改革措施，更有利于畅通市场退出渠道，
完善企业退出机制，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办事，降低
企业退出成本比，有效破解企业“进门容易出门
难”问题，进一步提升市场资源配置和资源使用效
率，激发市场活力。

六项改革
破解企业“退出难”

聚焦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10月28日至明年1月11日

东线高速琼海至陵水
多处路段交通管制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孔建）10月 28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交警总队获悉，因G98
环岛高速公路东线 K80 + 540 至
K186+000段（琼海至陵水）桥梁伸
缩缝修复施工需要，为保障施工期
间行车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10月
28 日至明年 1 月 11 日将对相关路
段实施交通管制。

管制期间，施工路段采取交替
封闭作业路段（不大于300米）的第
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及应急车道
中的一条车道的方式进行管理，未
封闭的另外两条车道及对向一幅车
道正常通行。

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按现场
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现场
交管人员的指挥行驶。

临高县人民医院内科住院楼
项目加快推进

将满足群众
未来就医床位需求

本报临城 10月 28日电 （记者
张惠宁）“我们现有床位 450 张，医
院内科住院楼建成后，床位将达到
700 张以上，将基本满足临高县群
众就医床位需求。”临高县人民医
院院长孙启明近日向海南日报记
者介绍。临高县人民医院内科大
楼，作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五
批集中开工建设项目，目前正加紧
施工，确保如期竣工使用。

记者从临高县项目管理中心了解
到，该项目是省重点工程，将建设1
栋 10 层内科住院楼，总建筑面积
15317 平方米，总投资10757 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建、给排水、电
力、电气、消防、道路等。施工单位
今年9月 1日进驻临高县人民医院
搭设临建设施。施工方负责人杨灶
诚向记者介绍说，工期是540天，目
前完成临建活动板房办公区、生活
区的安装，以及场地硬化、临时水
电、施工场地围档封闭，正在进行基
坑开挖。“我们以每天施工10小时的
工作量推进。”他说。

临高县人民医院自2014年搬迁
至新址后，医院占地面积116.28亩，
集医疗、预防、保健、教学、康复、科研
及急救于一体，2018年门急诊就诊
人数约32万人次，住院病人人数2万
多人次，住院手术病人3183例，病床
使用率88.68%。

“内科住院楼投入使用后，县人
民医院业务用房就达到了三级综合
医院评审标准，也为医院完成二级
分科创造场地条件，同时可以解决
临高县目前没有体检中心固定场地
完成健康体检、征兵体检和高考体
检的问题。下一步医院还将逐步开
展心血管、神经系统介入治疗。”孙
启明说。

另据了解，同为海南自贸区第五
批集中开工建设项目的临高县中医
院康复住院楼亦推进顺利，施工单
位也加班加点工作，确保合同期内
顺利竣工。

◀上接A01版
“用心改造之后，红城湖已成为让周边居

民收获幸福感的公园。”琼山区委书记陈昊旻
介绍，红城湖公园在建设之初，海口市政府及
琼山区政府做了大量实地调研工作，经过几次
修改设计方案，最终确定将红城湖打造成环湖
公园。

根据规划，海口红城湖公园东至五指山南路
南段、南至红城湖路、西至环湖路西段、北至环湖
路北段，区域总面积为579.6亩，包括生态鸟岛面
积 5.25 亩，水域面积 441.15 亩，沿岸陆域面积
109.65亩等。该公园全面建成之后，海口将又多
了一处城市内湖修复湿地。

“湖水提质事关整个项目成功与否。”琼山区
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早在2018年，琼山区就
加大了红城湖水环境治理，不仅开展截污工作，
还请来专业管道排查公司，派蛙人对红城湖上游
的9公里管道展开排查。通过雨污分流治理工
作，让流入红城湖的污水每日减少了3.4万余立
方米，基本达到零排放标准。与此同时，琼山区
还完成红城湖补水双涵、红城湖排水暗涵加长
等，让红城湖水流动起来，确保红城湖水质通过
系统治理后不断提升。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

城湖相融人自得

◀上接A01版
同时，我省还抢抓发展机遇，在海南生态软件

园打造了全国首个区块链试验区，吸引了火币集
团、百度区块链实验室、360区块链、迅雷区块链
等超过70家企业入驻，并与牛津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中科院计算所等达成系列合作。

今年 9月，中国电子PK（即基于中国电子
飞腾PhytiumCPU和麒麟Kylin操作系统的技
术和产业体系）联合创新基地正式落地海南，
将在海南建设全国首个PK生态村，带动一批
生态合作伙伴汇聚海南，打造网络产业战略新
高地。

我省互联网产业
发展迈入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