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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3月5日电（记者梁君
穷 特约记者陈思国）“你好，县城区
域禁止乱吐槟榔汁，根据相关规定对
你作出罚款 50元的处罚。希望你
以后不要再乱吐槟榔汁，爱护环
境。”3月4日至5日，陵水黎族自治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在县
城街头开出11张罚单，针对黎某祥
等11人乱吐槟榔汁、乱扔垃圾，当
场作出行政处罚并进行批评教育，
共罚款550元。

海南日报记者还注意到，在执法
人员开具的当场处罚决定书上，附上
了二维码，被处罚人可扫码缴纳罚
款。“用二维码收缴罚款，既方便了处
罚款项的管理，也能避免部分被处罚
人以没带现金为由拖延缴纳罚款，增
加执法难度。”陵水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日前，陵水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出
开展集中整治不文明行为大行动的通
告。通告明确，禁止在县城区乱吐槟

榔渣汁、乱扔烟头，县城区沿街经营的
商铺，须自行在店铺内设置吐槟榔渣
汁的容器，并做到主动引导、日产日
清。在公共场所随地吐槟榔渣汁和乱
扔烟头的，由执法人员罚款50元。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是该县开展“爱国、爱海南、爱家乡、
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的系列举措
之一。集中整治不文明行为，有助于
推动全县社会文明大行动和“双创”
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三亚3月5日电（记者林诗
婷）正值春耕时节，如何加强农田环
境管理助力疫情防控？海南日报记
者3月 4日从三亚市天涯区政府获
悉，该区积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联
动各村（居）开展“爱国、爱海南、爱家
乡、爱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大力推
动农田垃圾、秸秆回收工作，为春耕
春种打好基础。

今年春节期间，天涯区各村（居）
人员回流，农村生活垃圾增多，为推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该区积极组织党
员干部、群众开展村庄环境卫生大扫
除，清理垃圾、杂物，净化污水沟，切实
做到垃圾日产日清，提升农村面貌。

与此同时，正值农业春耕、备耕阶
段，天涯区各村（居）还加强疫情防控期
间的农田垃圾、秸秆禁烧巡查工作，推
动农田垃圾、秸秆回收，防止农田垃圾、
秸秆焚烧对大气造成污染，防止农田垃
圾、秸秆焚烧引发火灾等安全事故，为
农民下一步的春耕春种提前做好准备。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助防疫
三亚天涯区推动农田垃圾、秸秆回收

管护农田环境 助力春耕春种
陵水集中整治不文明行为

11人乱吐乱扔领罚单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唐春霞

“咕咕……”3月3日傍晚，文昌
市抱罗镇抱功村贫困村民周经标提
起一袋饲料走进鸡棚，待饲料倒进
食槽，一群鸡迅速围拢上来。看着
争相啄食的鸡群，周经标笑得合不
拢嘴。

周经标一家原是抱罗镇建档立
卡贫困户，家里两个孩子上学，妻子
身体不好，全家人开支全靠他一人外

出打工挣钱，度日艰难。去年，在海
南传味文昌鸡公司的带动下，抱功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联合村委会发动包
括周经标在内的几户贫困户参与养
鸡。去年一年，他在养鸡场上班攒下
6万多元收入。

与一般养殖户不同的是，周经标
养的鸡，由传味文昌鸡公司提供鸡
苗、饲料和技术指导，鸡棚则由村集
体出资租地、修建，他本人无需掏一
分钱，便能拥有自己的产业。这种合

作养殖方式，就是文昌正在探索推广
的“公司+公司+农户”扶贫模式。贫
困户以“拎包入驻”的方式参与管理，
就可有相对稳定的收入。

贫困户通过“公司+公司+农户”
模式养殖文昌鸡，按养殖纯利润的
70%获益，村集体收益30%。为降低
贫困户养殖风险，传味文昌鸡公司按
保底价收购。

“‘公司+公司+农户’的模式，不
仅为贫困户解决了资金投入、销路和

技术的难题，也为村集体带来收入，
一举两得！”抱罗镇抱功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叶志平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该村去年注册成立抱功农业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与传味文昌鸡公司合
作，利用村集体资金租场地、建鸡棚，
发动贫困户加入养殖，成效明显。

今年春节以来，受疫情影响，我
省多地养殖户遇到饲料紧缺的难
题。传味文昌鸡公司发挥龙头企业
的优势，第一时间将提前储备的饲料

发至养殖户手中，让养殖户们感受到
“雪中送炭”的温暖。

“多亏了传味公司和村集体的帮
助，我家已经脱贫，还要再加把劲，发
家致富。”周经标充满信心地说。

目前，抱功村共建成3处村集体
养殖场、12间鸡棚，成功帮助3户贫
困户脱贫。今年，该村还将建20个
鸡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增
加农户收入。

（本报文城3月5日电）

文昌“公司+公司+农户”模式带动贫困户养鸡增收

企业拉一把 脱贫快一程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黄祥 实习生 陈宋釜

“这30万元的订单，实在是太振
奋人心了！”3月4日，在定安县定城
镇深田村的三角梅花卉产业基地里，
该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刘先觉激
动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订单是几天前接的，一次性就
跟我们订购了3000盆三角梅。”刘
先觉指着不远处怒放的三角梅说，

“这些品相上佳的三角梅盆栽，这两

天就要发货了。”
深田村村民之所以振奋，是因为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该村接到
的首笔大单。“春节是卖花的旺季，本
以为能卖出不少，结果疫情出现，花
不好卖了。”正在基地里给花除草的
村民王玉花说。

王玉花曾是深田村的贫困村民，
在村党支部的帮扶下，她入股基地，
并在基地务工。疫情出现后，她和同
事只能宅在家，不能上班，心里十分
着急。

2月 10日，王玉花接到刘先觉
的通知：可以复工了。这让她非常
高兴。然而因为物流不通，基地
里的花还是无法卖出去。“基地的
花 卖 不 出 去 ，我 的 收 入 也 受 影
响。”她说。

好在，30万元的订单签了，让大
家松了口气，也让刘先觉看到了花卉
产业的发展前景。

2016 年，刘先觉作为农工党
海南省委会选派至深田村的干部
开始驻村工作，他发现深田村有

大片撂荒地和坡地，种花养花再
适合不过。

“有困难我们来协调解决。”刘
先觉的想法得到了定城镇党委书
记莫宏雄的支持。定城镇政府工
作人员在海口找到了专业种植三
角梅的花卉企业——海南大湖桥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解决了花卉种
植的技术难题。随后，定城镇委、
镇政府又整合村集体经济培育资
金 190 万元和该镇 97 户贫困户
2019年“一户一策”产业发展资金

49.27万元共239.27万元，作为该村
花卉产业项目的启动资金，该村97
户贫困户“入股”。

2019年12月，首批三角梅盆栽
运至深田村的花卉基地种养。10名
村民经过培训后在基地务工，其中3
名是脱贫村民。

经过两个多月的发展，如今深田
村花卉基地已种植三角梅60多亩。

“这两天，联系我们的意向订单还有
不少！”刘先觉介绍说。

（本报定城3月5日电）

定安深田村花卉基地签下30万元三角梅订单

订单接踵来 致富路芬芳

誓夺双胜利 一线党旗红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吴小静

“阿英，我的手机呢？拿给我。”3
月 5日 18时许，刚刚从省人民医院
ICU病房转入普通病房，万宁市东澳
镇镜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李开明
醒来后，开口向妻子翁育英索要手
机。他想查看微信工作群里的信息，
了解自己所驻村的情况。

“你别急，一切都好。”翁育英马上
接话，她打开手机将镜门村的最新情
况简单告诉丈夫，“村里一切正常，大
家基本都申领了健康码，接到复工通

知的村民也都返岗了。你要快点好起
来，同事们都在等你回去呢！”

今年45岁的李开明是一名共产
党员，到镜门村驻村工作已有大半年
时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二，接到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命令后，他立即
返村，连续奋战直到2月23日因劳累
过度和胃出血被送医治疗。

2月28日，李开明的病情恶化，
万宁市人民医院将他转送到省人民医
院重症病房治疗。“老李恢复得不错，
谢谢大家关心。”翁育英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丈夫住院后，丈夫的同事、领导

经常打电话关心问候。
在镜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李芸眼里，李开明是一个有能力、有
耐心、负责任、让人放心的队员。“从
大年初二开始，他便一直在村里
忙。”李芸说，为了防控疫情，李开明
积极做好宣传工作，“他拿着大喇叭
喊，讲防疫注意事项，没几天嗓子就
沙哑了。”

1月下旬至今，李开明每天天没
亮就起床，一直忙到深夜才休息。“我
们村防疫卡口检查得特别仔细。”镜门
村村民黄永和告诉记者，此前该村实
行封闭式管理，所有外来人员都不能
进村，“从早到晚，卡口都有人值守，大
家很安心。”

镜门村防疫卡口“严防死守”离不
开李开明的付出。“只要看到有人松
懈了，他会不留情面地提醒纠正。”
镜门村党支部书记黄亿锋说，李开
明对工作要求严格，也很关心卡口
值守人员，“他经常自掏腰包买一些
饼干、饮料给值守人员，大家都乐意
配合他。”

令李芸印象深刻的，还有李开明
发动村里的大学生和年轻党员干部
组建健康码推广志愿服务队。“村里
的老人和小孩多，一开始健康码注册
率偏低。”李芸说，李开明和他的志愿
服务队挨家挨户指导村民注册申领
健康码，效果立竿见影，“不到2天，
全村注册率升到90%。有这样的队

员在，我很省心。”
一心想着工作，李开明即使病倒

了也不忘村里的事。“清醒的时候他总
是问我要手机，看工作群里的工作进
展。”翁育英有些无奈地说，转院时丈
夫还不忘叮嘱她把包里的工作材料交
给同事。

“开明哥你一定要尽快好起来，
我们想念你的喇叭了！”“开明哥你要
快点康复，我们等着你回来。”得知李
开明好转，他的同事们纷纷发来问
候短信。躺在病床上，听着妻子一字
一句地读短信，李开明泪流满面，“我
会积极配合治疗，尽快回到工作岗位
上去！”

（本报万城3月5日电）

万宁镜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李开明病倒在抗疫一线

醒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看微信工作群

海口推出“政务+邮政”服务

市民可零跑动办7项业务
本报海口3月5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陈佳佳）“您好！我是海口邮政的投递员，现在来
帮您收取办理卫生许可证的材料。”3月4日，海口
市民韩先生致电12345热线电话咨询二次供水单
位卫生许可证核发办理事宜，并确认相关材料已
准备齐全，可上门收取。当天，海口邮政的投递员
就上门帮韩先生将相关材料送到龙华区政务中
心，待该中心将证件办好后再按原址送给韩先生。

据悉，为全面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
障企业复工复产，海口市政务管理局联合邮政部
门推出“政务+邮政”服务。海口市民不出门、零
跑动就可办理政务业务。此举既能减少政务大厅
人员聚集，又能满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

目前可代办的7项政务业务包括：流动人员专
业技术资格确认核发、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核发、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延续、二次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证核发、特殊时段施工作业许可、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表许可，以及关闭、拆除、闲置防治污染设施的审
批等。海口市政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根据市民需求，扩充“政务+邮政”服务内容。

我省一批商超餐馆应用健康码

扫码逛街 快捷安心
本报海口3月5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王

雪梅）海南日报记者3月5日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
海南“健康一码通”系统上线以来，全省市场监管部
门已指导农贸市场、商场、超市、餐馆、药店等方面的
1.3万余家市场经营主体使用“健康一码通”。

在这些市场经营主体中，农贸市场313家，商
场超市841家，餐饮经营者4853家，药店等其他
市场主体7236家。除从业人员完成健康码注册
申领外，各类市场主体还在经营场所入口处展示
或张贴“健康一码通”二维码，做好进入营业场所
消费者的扫码劝导工作，要求入场的消费者扫码
进入。有的市县市场监管部门还对农贸市场、大
型超市、药店等落实健康码扫码工作情况进行督
查，对落实工作不力的进行约谈，强化责任落实。

此外，海口市有关部门积极做好零售药店实
名信息登记系统数据转入“健康一码通”系统工
作。截至目前，已有34733条扫码购药信息转入

“健康一码通”系统。

3月2日，位于三亚
市天涯区槟榔村的一处
农田内，千亩秋葵进入
丰收时节。几位农民戴
着口罩分散在田垄间采
摘秋葵。据了解，该村
采收的部分秋葵将作为
爱心物资运往湖北，助
力疫情防控。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采收秋葵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今日在线专家及接线时间

黄小虎（8：00-14：30）

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高颖（8：00-14：30）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12345专家服务热线

海口市中医院

周安鑫（发热门诊专家
16：00-24：00）

周冰（妇产科专家 8：00-16：00）

毕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8：00-12：00，14：30-17：30）

张陆强（儿科专家 8：00-16：00）

海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制图/杨薇

抗疫情保增收防返贫

本报海口3月5日讯（记者习霁鸿）“今日，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12345专家服务热线办件降
幅较大的代表性问题是人员聚集存在交叉感染隐
患。”3月5日，在海口市民游客中心，一名工作人
员介绍道。

据悉，3月4日17时至3月5日17时，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12345专家服务热线（以下简称省
防疫专家热线）共接听咨询电话5257件。其中，
咨询人员聚集存在交叉感染隐患问题办件较前一
日下降57.94%。“虽然该类办件有所减少，疫情防
控不能松劲松懈。”该工作人员表示。

经数据分析，省防疫专家热线平台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建议各市县继续推广“不见面”政
务业务办理模式，最大限度避免人员聚集。同
时，积极引导商超、餐厅、酒店、药店等市场主
体应用海南健康码，让消费者凭绿码进入营业
场所，织密防控网。

省防疫专家热线平台建议：

扎牢经营场所防控“篱笆”

1 拨打 12345 热线电话或登录“海口
12345”微信公众号，接通后转政务专席受理

2 政务专席提供咨询服务，一次性告知办
理政务业务所需材料，并协助填写申请表格

3 邮政部门安排邮递员上门收取办事
材料，按要求送达政务大厅帮办人员

4 业务办理完后，邮递员将结果物邮件
寄达指定地址

办理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