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0年4月20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陈海冰A03 综合

■■■■■ ■■■■■ ■■■■■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经过长期的环境整治，现在文昌
城乡越来越整洁干净了，我们居民的
心情也更舒畅了，尤其是我们这些老
文昌人都觉得脸上有光。”4月17日，
在文昌市文城镇沿江社区，居民韩雪
玲手拿扫把，骄傲地说道。

市区容貌大变样

当天，在沿江社区，海南日报记者
看到还有不少人正操着扫帚打扫卫
生，干得热火朝天，这些人当中，除了
政府工作人员和自发参与的群众外，
还有一部分是网格员。

据了解，自从2017年开展“双创、
双修”行动以来，为了提高环境精细化
管理水平，文昌专门建立了网格化管
理机制，今年又将机制再次优化，将任

务具体落实到每一位网格员，即将文
城镇11个社区和8个行政村范围内
的47个城中村，以及社区周边的城乡
接合部都纳入网格之中，以社区（行政
村）为依据，划分一级网格24个，在一
级网格内划分二级网格点128个，每
个网格点安排网格长、包点镇领导、社
区（行政村）负责人和网格管理员、驻
格单位，为全市255个社区和行政村
配备爱国卫生专（兼）管理人员，大力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

“网格员每天都会在自己的网格
范围内巡逻，打扫卫生，督导小商户规
范经营不占道。”文昌市委宣传部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

“网格员们经常向我们宣传‘四
爱’行动，而且我们总是能看见他们
在这里打扫卫生。”在网格员的带动
下，韩雪玲也操起了家里的扫把，她
指了指墙角的簸箕和扫帚说：“现在

房前、屋后的卫生都是我们自己打
扫的。”

“阿侬，把袋子捡起来，扔进垃圾
桶里去。”在接受采访过程中，韩雪玲
瞥见小孙子随手丢下雪糕包装，远远
地便教育起来。爱护环境俨然已经成
为她的一种习惯。

有了网格员，有了无数像韩雪玲
一样的居民，文城镇的市容市貌发生
了大变样：供电箱上的“牛皮癣”小广
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栩栩如生的
彩绘；凹凸不平的路面被填平整了，市
民们坐车不颠了；农贸市场等长期乱
停乱放的车辆摆放得整整齐齐，就连
背街小巷的卫生死角也干干净净。

村庄环境大提升

走出城区，记者来到文昌市抱罗
镇排坡村，满眼尽是一副绿意盎然的
模样：绿油油的农田在纵横交错的田
埂间延展开去，农田尽头，是参天的大
树，掩映在树影中的，是红瓦白墙的民

居，民居里头种着绿油油的盆栽。
村民许书烈此时正在家里忙碌

着，得知记者的来意，他放下手里的
活，带着记者走出家门：“看，都是水泥
路，再也不怕‘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了。”他用脚尖点了点家门前的硬
化路，语气带着些许得意。

“以前，村里到处都是杂草、垃
圾。”许书烈说，自从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大家都遵循着“政府引导、村民参
与”的思路积极投身其中，2019年，排
坡村村民自发投资，完成了村民文化
广场建设、道路硬化、村道绿化以及安
装路灯等工作。与此同时，村里还积
极引进产业，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强
有力的经济保障。

除了美丽乡村建设，2019年，文
昌还全面开展了以“清洁村庄美化家
园”为主题的“三清两改一建”村庄清
洁行动，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排坡
村也因此受益。

如今，排坡村不但旧貌换新颜，村
民们的卫生意识也大大提高：垃圾不

乱扔了，要丢进垃圾桶里；枯枝烂叶不
任其掉落了，要及时打扫；家禽粪便不
视若无睹了，要及时清理。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
力建设美丽乡村。”许书烈说，现在村
里绿树成荫，干净整洁，就像一个公园
一样，村民们每天晚上都出来散步、活
动，“心情好了，身体也就更好了”。

排坡村只是文昌众多村庄的一个
缩影，驾车行驶在文昌乡村，处处皆是
风景。就在前几日，中央农办、农业农
村部印发了《关于通报表扬2019年全
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深入开展
2020年村庄清洁行动的通知》，文昌
榜上有名，系我省获表彰的两个市县
之一。

“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们村的微信
群里都转发这个新闻报道了。”听到记
者提起这件事，许书烈连连点头：“得
了荣誉，大家都特别高兴，现在更加自
觉维护环境卫生了。你过几个月再来
看，保准我们村又更漂亮了。”

（本报文城4月19日电）

文昌持续推进环境整治，在城区实行网格员分格包干，在乡村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优化机制精管理 环境整洁人舒心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凌晨5点和早上8点的田堆村，
其热闹是不同的。

在定安县岭口镇田堆村，凌晨5
点，但闻阵阵鸡叫声，养殖户、脱贫
户早起杀鸡、冰鲜、装车，一派忙碌
景象。早上 8点，杀好的鸡“乘坐”
冷链车出发，前往海口、儋州、三亚
等市县的餐饮酒店。村里的槟榔林
下，一群群色泽亮丽、皮肉紧实的阉
鸡正在觅食。

4月 16 日上午，在村委会办公

室，平常普通话并不流利的村党支
部书记陈运鸿，一提起养鸡，就和海
南日报记者打开了话匣子：“近十
年，我们的田堆鸡遇到了三次难得
的机遇。”

第一次机遇出现在2011年。田
堆村土地以坡地为主，火山岩石较多，
早年村民均种植槟榔树。随后，村里
成立的定安岭口田堆百顺饲养专业合
作社带动村民养鸡，并给田堆鸡注册
商标，田堆鸡从此有了品牌。

第二次机遇是近几年村里陆续来
了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的特派科技员，以

及驻村第一书记、挂职科技副镇长等脱
贫攻坚帮扶人才，从产业规划、科学养
殖、市场销售等方面扶持，让村里的养
鸡产业越做越大，养鸡户也从原来10
多户发展到如今50多户。更可喜的
是，在产业的带动下，去年底，村里70
户287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

51岁的脱贫户李坤标总喜欢骑
着新买的电动车来到村委会办公地
点转一转。“我在村里的蚯蚓养殖基
地上班，一个月工资2000元。”李坤
标说，“这几年，我们俩口子靠养鸡过
上了好日子。去年年收入达5万元，
家里也盖了新房，3个孩子都大学毕
业找到工作，现在轻松多了！”

李坤标所说的蚯蚓养殖基地，于

去年6月建成，占地4.5亩，总投资40
万元，是田堆村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延
长养鸡产业链的缩影。

岭口镇挂职科技副镇长王熊飞
介绍，基地利用村里的鸡粪便、猪粪
等，通过蚯蚓排泄变成优质有机肥，
预计年产量可达300吨以上，年收入
可达15万元。“确保从利润中拿出2
万元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助力本村
产业发展。”

第三次机遇是今年村里正在扩
建的二期养鸡场，面积800平方米可
养殖6000只鸡。陈运鸿说，养殖规模
不断扩大，产业链得到延伸，还得到海
南省农业科学院科技人员的养殖“秘
方”，养鸡前景越来越好。

海南省农业科技110东北部服
务中心主任万祝宁介绍，田堆村是省
科技厅科技扶贫“百村千户示范村”，
也是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科技示范基
地。“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常驻村里，并
在养鸡防疫、科学养殖等方面跟踪指
导服务。”

“我们一个只有1151人的小村
庄，得到这么多单位的帮扶，真的是赶
上脱贫攻坚奔小康的好时候！”陈运鸿
说，目前，合作社已经接到很多来自外
省客户的问询，下一步，他希望能得到
镇里的支持建设屠宰场，同时打响“田
堆鸡”品牌，紧抓“鸡遇”，让田堆鸡“飞
到”省外市场。

（本报定城4月19日电）

定安岭口镇田堆村科技助力发展养鸡产业

田堆鸡的三次机遇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介绍文昌共青团
助农销售增收经验做法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记者 陈蔚林）第177
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4月20日20时
在海南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4月26
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本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邀请共青团文昌市
委书记贺强担任主讲嘉宾，向观众介绍当地共青
团在帮助贫困群众拓宽销售渠道，减少疫情影响，
确保增收致富方面的一些做法。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每日流行病学风险提示

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做好开学疫情防控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记者马珂）省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4月19日流
行病学风险提示：我省已连续59日确诊病例零报
告，疫情持续处于低位。但全球疫情快速发展，有
210余个国家发现确诊患者，全球除中国以外国家
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24万人，累计死亡人数超
过15万人。目前全国多个省市报告输入性确诊病
例1500余例，说明境外输入形势严峻，防境外疫情
输入是目前我省防控工作的重点。另外，近期有兄
弟省出现本土病例。为此，防控建议如下：

一、严防境外输入。必须建立较长期有效机
制，并采取有力措施，严防偷渡入岛等潜在漏洞，
及时发现与控制输入性疫情，防止由输入引起本
地扩散。

二、做好开学疫情防控工作。建议各学校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建立工作机制，确保错峰开学顺
利进行。

三、加强无症状感染者的防控。当前我省无
症状感染者的防控任务较重，应防止出现防控漏
洞，加大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无症状感染者的
筛查力度，切实做好其监测、报告、追踪、隔离和治
疗工作。要加强对发热病人和急诊病人的核酸检
测，防止出现遗漏。

四、加强中（高）风险地区往来人员管控。近
期黑龙江绥芬河市、哈尔滨、内蒙古满洲里市等地
疫情分级为中（高）风险区。同时，北京、广东和黑
龙江少数地区再次出现境外输入性病例引起的本
地聚集性疫情。在各省人员往来基本恢复情况
下，我省出现外省输入性病例的风险增加，需加强
中（高）风险区旅居史人员的管控，同时强化发热
可疑病例的排查。

4月18日我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4月18日0时至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病例0
例，新增死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0例。

截至4月18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68例，重症病例0例，死亡
病例6例，出院病例162例。确诊病例中，海口市
39例、三亚市54例、儋州市15例、文昌市3例、琼
海市6例、万宁市13例、东方市3例、澄迈县9例、
临高县6例、昌江县7例、陵水县4例、定安县3
例、保亭县3例、乐东县2例、琼中县1例。追踪到
密切接触者6607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605人，尚
有2人正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4月18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29例，当日无新增，累计解除隔
离22例，尚在医学观察7例（6例为境外输入、1例
为湖北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中，海口市7例、三
亚市18例、东方市2例、陵水县1例、万宁市1例；
22例为境内，7例为境外输入（输入国为英国5
例、荷兰1例、西班牙1例）。

伪造文件企图逃避隔离
一男子被拘留15天

本报三亚4月19日电（记者周月光）一男子
前往泰国旅游后又到三亚旅游，为逃避隔离，居然
使用伪造证明文件。三亚市公安查明案情，在其
隔离期满后，4月17日，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5日
的处罚。

4月3日，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三亚湾派
出所获悉，有一名男子买卖、使用伪造的解除隔
离观察医学证明文件、试图逃避我省制定的疫情
隔离相关规定，该所民警立即前往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依法将准备离岛的这名男子带回派出所进
行调查。

经查，违法行为人李某鹏，今年3月中旬曾去
泰国旅游，回国后按其家乡省份疫情防控规定必
须自我居家隔离14天。3月26日，李某鹏在自我
隔离未满14天的情况下，私自乘坐飞机来到三亚
旅游，相关部门按照防疫规定对其进行集中隔离，
期间，对李某鹏多次检测结果呈阴性。

此后，李某鹏为逃避我省隔离规定，按照家乡
省份为他人开具的解除隔离观察医学证明样本，
在网上雇人更改为自己的证明文件，然后使用伪
造的证明文件企图骗取防疫工作人员为其解除隔
离措施。

按照相关规定，李某鹏自4月3日起再次被送
至留观点进行留观。4月17日，李某鹏隔离期已
满14天，被依法传唤回三亚湾派出所接受处罚。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三亚市
公安局天涯分局依法对李某鹏作出行政拘留15
日的处罚。本报文城 4 月 19 日电 （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曲易伸）4月 18日，
在位于文昌市的海南勤富食品有
限公司，6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营，工
厂内一派忙碌景象。“3月份我们申
报了300多万元的出口退税，退税
款项很快就到账。今年我们已经
退税 1000 多万元了，这笔钱对公
司资金链的流转作用很大。”该公
司财务负责人孙春才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饲料供应、加工、进出口贸易
于一体的现代化水产食品产业链
加工企业。孙春才介绍，在减免税
方面，除了出口退税当月申报快速
到账外，3月份该公司还享受了房
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减免，为

企业节约了近 10 万元，2 月至 3
月，公司的社保费用也减免了近20
万元。

该公司只是海南众多享受到减
免税政策的企业之一。

海南宏发置业有限公司是旅游
行业的一家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
收入明显下滑，近日，税务部门主动
送政策上门，并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制作了优惠政策享受清单，辅导企
业办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完成房产
税和土地使用税减免申报，减免了
30余万元税款。该企业相关负责
人郭远荣表示，虽然企业近两个月
没有营业，但享受到的税务服务一
点都没少。

为助力企业发展，国家财税部
门、省委省政府以及省税务部门接

连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政策和解读文
件，从内容上看，中央出台政策 12
项，主要为支持防治救护、支持物资
供应、鼓励社会捐赠、支持复工复产
等四个方面；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出
台政策4项，主要为减免中小企业、
旅游企业第一季度房产税和城镇土
地使用税，对因受疫情影响的中小
企业、旅游企业，依法办理延期申报
和延期缴纳税款，延长社保费缴纳
期限等。

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除此
之外，省税务局还推行了一系列配套
征管便利举措，如压缩增值税发票办
理时间，切实保障增值税发票供应，
加快出口退税办理进度，确保税款能
够及时、足额退到企业账户；进一步
简化企业延期申报和延期缴纳税款
办理程序，下放核准权限，压缩办理
时间，简并申请文书，减少材料报送，
简化送达程序，提高延期申报和延期

缴纳效率等。
同时，为了更好地落实减免税政

策，全力保障重点行业企业平稳渡过
难关，全省税务部门积极开展政策辅
导，简化税收优惠办理流程，简化税
收征管程序，大力推行“不见面”纳税
服务措施，让纳税人可以高效便捷享
受优惠税收服务。

据统计，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共
有1566户企业享受阶段性减免增值
税、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等税收
优惠政策，预计减税1.7亿元。此外，
落实省政府抗击疫情减免房产税和
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预计我省一季
度将减免税款8.9亿元。

今年1月至2月，针对今年新出
台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
费优惠政策，我省新增减税降费10.3
亿元，去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
今年继续实施形成减税降费11.9亿
元，合计22.2亿元。

我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助力企业发展

今年前两个月累计减税22.2亿元
应对疫情支持企业保经营稳发展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4月18日12时-4月19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4

10

11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6

24

21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4月 19日，在海口
市龙华区义龙中学附
近，南方电网海南海口
供电局电力工人进行变
压器增容操作。

据了解，南方电网
海南海口供电局积极对
接学校专用变压器的扩
容报装需求，采取“一校
一方案”方式协助学校
开展专用变压器改造等
工作，为海口公办学校
教室空调全覆盖工程
（二期）提供电力保障。

本报记者 李天平
通讯员 杨永光 图/文

改造变压器
送上清凉风

离岛免税
9年吸金超550亿元
◀上接A01版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离岛免税业务，海口海关采
取允许离岛旅客因疫情原因退货或延
长提货、验核退还保证金时限等措施
保障离岛免税网购“不打烊”。同时，
加快进口免税品单证审核，及时验核
入库转关进口免税品，快速处理退货入
库或邮寄离岛商品，有效简化流程、及
时审批，保障免税店复工后商品供应。
自2月19日起，海南三地四家免税店陆
续恢复营业，主要业务指标截至3月31
日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八成左右。

与此同时，海口海关积极支持并
快速推动中免集团在三亚湾红树林度
假酒店、南山文化旅游区内开设展示
店。主动对接企业，提前了解展示店
设立需求，指导企业完成相关展示场
所建设，加班加点完成展示品的出库
审批与调拨配送，确保2家展示店于4
月13日顺利投入使用，并以“线下展
示、线上购物、离岛提货”的模式为旅
客提供更丰富的购物体验。

全省粮食春播
面积188.88万亩
◀上接A01版

在大力推广水稻优质品种方面，我
省推广种植节水抗旱稻优113品种，建
立水稻直播试点。在文昌、琼海、陵水、
万宁、临高等市县推广种植节水抗旱稻
优113，面积达2万亩以上，并推广水稻
直播技术，面积达1.6万亩。

同时，抓好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
示范。利用2019年粮食生产项目资
金组织开展水稻新品种试验、示范、展
示和评价。目前，我省已在文昌建立
2个水稻新品种示范基地面积 520
亩；在儋州、东方、昌江等3个市县建
立4个地瓜脱毒苗轻简化高效栽培技
术示范点，面积550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