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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内需 促消费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邵长春
通讯员 徐涛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市民王甯
不得不“拖”到近日才购入看中已久的
奥迪Q3。“购车计划拖得久了点，不过
拖得值！优惠差不多5.5万元！”王甯
笑道。本不着急换车的市民于锋，也
趁着最近购车优惠力度大，“提前”购
入东风日产轩逸纯电。两人不约而同
用了“购车节”一词，形容近期各家车
企车商推出的各种购车优惠活动。

购车优惠大、VR线上看车、直播
卖车……“进入3月，海南东风南方各
专营店经营业绩逐步恢复，3月订单

达到943单，与1月份水平基本相当；
回厂台次达到1.32万台，超过1月份
约10%，与去年3月基本持平。”海南
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杨嘉伟介绍，相比于3月，4月的汽
车销售复苏势头更加喜人，自公司复
工复产以来顾客购车更青睐于中小型
车，其中询问了解新能源汽车的顾客
不在少数。

从店内到店外，新能源汽车的绿
色车牌正“聚点成光”——

海南广汽传祺积极参与公务车采
购招投标，计划今年在海南推广千辆
以上新能源汽车；海南荣威汽车则“驶
向”出租车市场，已接到海口一出租车

公司总量400台的订单，陆续投放近
100台车到海口市场；吉利汽车推出
的几何全新纯电动车型近期也将上市
海南，提供标准续航版本和长续航版
本两款车型，以供消费者选购……

在新能源汽车渐成一道绿色风景
的背后，是我省全力推广清洁能源汽
车、推动绿色出行发展：今年起对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分批给予建设运营
补贴、按国家补贴标准的0.5倍开展
新能源汽车地方补贴清算工作、海南
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挂牌成立、确
保今年底前电动汽车与充电桩比例总
体保持在3：1以下、《海南省清洁能源
汽车推广2020年行动计划》明确今年

全省计划推广1万辆新能源汽车……
把准方向盘，驶出“超进度”。今

年一季度，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量逆
势增长，全省新能源汽车上牌量2931
辆，同比增长101.30%，完成2020年
度 1万辆推广目标任务的 29.31%。
陵水、保亭、东方等7个市县超过年度
任务推广时序进度。

“今年一季度，个人用户购买新能
源汽车1890辆，占新能源汽车推广总
量的64.5%，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提高
28个百分点，私人购车已逐渐成为新
能源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省工信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一季度，全
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36842辆，占汽

车保有量的2.64%（2019年底全国平
均为1.47%），同比增长58%。其中，
陵水、澄迈、三亚、海口4个市县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占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目前，省工信厅正在积极研究促
进我省新能源汽车消费的鼓励政策，
并将于近期出台。同时，我省将加快
构建完善新能源汽车良好的应用生
态，统筹推进全省充/换电基础设施建
设，重点督促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
加大对“僵尸桩”的排查力度，实施废
弃充电桩坚决退出机制，并依托省级
充电基础设施数据平台加快全省充电
桩互联互通，切实改善用户充电体验。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

我省车企车商纷纷推出优惠活动，职能部门积极出台利好政策，大力促进汽车消费

中小型车受青睐 新能源车渐普及

本报文城4月28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木兰湾开设‘垃
圾银行’这个做法真是太好了！能引
导游客自觉参与海岸垃圾的清理，保
护生态环境。”4月28日上午，文昌市
首台“垃圾银行”旅游服务一体机在该
市木兰湾临时游客到访中心投入使
用，来自新疆的游客王晓春和丈夫刚
好游览到此处，体验使用后赞不绝口。

木兰湾所在的铺前镇，隔海与内
陆相望，铺前港是我省最具开发价值
的深水良港之一。一直以来，当地银
白色沙滩上散卧的巨石千姿百态，海
天一色的自然美景如诗如画，吸引着
一拨拨的游客自发前往游玩观光。
然而，海岸线上时常可见的垃圾多引
诟病。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木兰湾海
岸的垃圾小部分是观光的游客留下
的食品袋、饮料瓶等，但更多的，是海
洋潮汐带来的垃圾，一次性清理解决
不了根本问题。”文昌市副市长何欢
宝介绍，事实上，此前铺前镇曾多次
组织对木兰湾片区38公里海岸线进
行全面清理，累计清理垃圾32吨。

为建立长效机制，同时调动市
民、游客自觉参与垃圾清理的积极
性，文昌借鉴学习国内外发达地区的
做法，引进“垃圾银行”理念，探索从

源头减量、分类、回收和利用的有效
垃圾管理模式，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全
民共享共治的格局。

游客来到木兰湾临时游客到访
中心，从外形上看似ATM存取款一
体机的“垃圾银行”免费领取塑料袋

和存折后自由观光，途中将垃圾存放
于袋中，返程时存进“垃圾银行”便可
获得相应积分，积分累计于存折中可

随时兑换礼品。
新鲜的椰子、矿泉水、糟粕醋、卡

通纪念品……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
看到，可兑换的礼品既有实用的小商
品，也有富具当地特色的美食、纪念
伴手礼。当天，受聘上岗的“垃圾银
行”管理员黄远利手持印章，忙得不
亦乐乎。

“聘请的管理员来自当地贫困户
家庭，‘垃圾银行’开张后，他作为管
理员不仅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还可售
卖当地的农特产品，多一条增收的路
子。”文昌市旅文局副局长孙丰华介
绍，“垃圾银行”管理员岗位是结合当
地脱贫攻坚需要开辟的公益性岗位，
也是这一项目的亮点之一。

“捡垃圾只是举手之劳，没想到
还能兑换纪念礼品，感觉非常有意
义。”来自海口的游客吴小姐说，她计
划“五一”假期带全家老人小孩一起
来游览木兰湾，让孩子在参与垃圾清
理的过程中受到生态环保的教育。

“目前还是试点，待一系列机制
健全完善之后，我们还计划在文昌的
其他海湾、旅游景区景点复制，甚至
进一步向镇村、城市社区推广，让‘人
人参与环保、共享良好生态环境’的
理念深入人心，逐步形成社会共识，
促进整个社会更加文明。”何欢宝说。

文昌木兰湾“垃圾银行”旅游服务一体机上线

垃圾兑积分 积分换礼品

■ 韩慧

地方大、游客多、人手缺……垃圾
整治，对于不少景区来说，是个不小的
难题。这一问题也困扰着文昌市铺前
镇木兰湾。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文昌
市创新思路，在木兰湾片区推出了“垃
圾银行”旅游服务一体机，以物质奖励
的方式，发动游客参与垃圾收集、湾区

整治，获得不少游客及网友的赞许。
垃圾能换积分，还能兑换礼品，让

人耳目一新。“垃圾银行”创新之处在
于，它不是单纯地进行文明劝导，而是
将文明、环保理念落实到了具体的物
质奖励上，更好地实现了垃圾的资源
属性，也更有利于带动游客参与垃圾
治理的积极性。游客的角色也无形中
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的被监督对象转

变为自觉维护景区环境的主人翁，成
为景区垃圾治理的重要力量。可见，

“垃圾银行”不仅可化解景区清洁人员
不足的困境，还能推动环保理念更加
深入人心、更加具体可行。

常言道，知易行难。垃圾整治、
垃圾分类等环境保护工作，之所以难
开展就在于理念难以落到实处。而

“垃圾银行”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

经验借鉴，无论是垃圾整治，还是垃
圾分类，都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及口
号的宣传上，而要因地制宜，创新方
式、载体，让环保理念落实到人人可
参与、愿参与的具体行动中来。只有
这样，才能激发群众的热情，从源头
做减法，有效控制垃圾的产生，让垃
圾分类、垃圾整治更高效开展下去，
让文明旅游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

说到底，“垃圾银行”是一种以效
果为导向的环保实践。沿着这一思
路，我们要进一步创造条件、完善举
措，让“垃圾银行”切实发挥出应有效
应，同时要结合实际情况，结合群众
需求、习惯，大胆创新，探索出更加务
实、更有成效的环保举措，为建立环
境保护长效机制夯实基础，进而让环
境保护成为每个人的行动自觉。

环境保护要多些正向激励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于
伟慧 李梦瑶）输电线路跨越林区的，
应尽可能采取高跨方式，避开国家公
园的核心保护区和其他各类保护地的
核心区域范围，减少林地征占及林木
采伐，降低对鸟类等野生动物的影
响。4月28日下午，南方电网海南电
网公司与省林业局达成协议，推进林
业与电网规划充分衔接，有效破解“线
与林”的矛盾。

既要保护好绿水青山，又要保障海

南发展建设的电力供应，保电与护树护
林两者间该如何统筹兼顾？根据省林
业局和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海南各级林业主管部
门在进行工程规划时，将积极对接海南
电网各级电网规划，对已经办理使用林
地手续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域，避免种植
危及电网运行安全的林木，并优化确定
可种植树种和限制高度。

同时，林业部门将加强对电网建
设项目使用林地前期准备及报批工作

的指导，研究开辟电网建设林业审批
绿色通道，优先保障电网建设使用林
地定额，并在符合生态红线划定标准
的前提下，积极考虑对在建及已建成
的电网项目预留必要空间。

海南电网公司及所属各供电局则
将积极对接海南省林业发展规划，对输
电线路跨越林区的，应尽可能采取高跨
方式，避开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和其
他各类保护地的核心区域范围，尽可能
减少林地征占及林木采伐，尽可能降低

对鸟类等野生动物的影响，并按国家相
关要求和标准进行植被恢复。

省林业局局长夏斐介绍，通过统
筹规划、合理布局，双方将从源头构建

“树线和谐”环境。而一旦出现“线树”
矛盾，双方也将优化简化流程，通过建
立配合、协调、支持的应急机制，及时
沟通并协调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在签约会之前，海
南电网公司反映了当前电网施工和林
业保护地之间存在的问题，省林业局

根据相关法规，通过现场办公立即解
决了问题。

与此同时，海南电网公司还将在
国家公园、国有林区林场范围积极就
近招收并培训林场人员或贫困户作为
兼职电力护线员（非全日制），按照相
关要求定期对国家公园、国有林区、林
场范围内的电网设施进行巡护和森林
防火巡查。通过建立森林火灾信息通
报机制，利用各自资源优势共同做好
森林防火工作。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与省林业局达成协议，推进林业与电网规划充分衔接

“树线和谐”源头抓 护林保电可兼得
COVID-19 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
coronavirus 冠状病毒
recess/rest/break 休息
The COVID- 19 leads to the recess

in social life and economy.
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造成了社交活动和经

济的停摆。
Lots of hotels and attractions launch

a range of promotions.
许多酒店和景区都推出了促销活动。
You can find more details on both

their websites and WeChat Official Ac-
count.

你可以从他们的官方网站或微信上了解更多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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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海南开展国际人才管理改革试点，允许
外籍和港澳台地区技术技能人员按规定在海南
就业、永久居留。允许在中国高校获得硕士及以
上学位的优秀外国留学生在海南就业和创业。

Support Hainan in pilot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talent management. Techni-
cal personnel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e allowed to get jobs and obtain per-
manent residence in Hainan. Foreign stu-
d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with a
master’s degree or above are also al-
lowed to get employed or start busi-
ness in Hainan.

【自贸英语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

扫码收听本报
记者尤梦瑜朗读的
英语音频。

本报三亚 4 月 28 日电 （记者
林诗婷 通讯员袁铭悦）由商务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邮政局与中
国消费者协会共同组织的第二届

“双品网购节”4月 28日启幕，至5
月 10日结束。为进一步带动旅游
市场消费，迎接“五一”小长假，三

亚国际免税城在“双品网购节”期
间，推出线上线下多项优惠活动，
丰富免税购物产品供给。

据悉，“双品购物节”期间，三
亚国际免税城将携手店内多个品
牌，推出“双品网购、惠享免税”活
动，全场 8000 元以下香化产品 7.5

折起，其他品类 5 折起优惠，网上
商城同步。同时，凡进店消费的旅
客，在活动期间消费累计满 8000
元（免税+有税，不含电商），还可
凭提货单、消费单据、身份证参与
抽奖活动。此外，免税城二期也推
出低至5折的优惠活动。

三亚国际免税城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该免税城将继续创
新发展模式，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推动“免税+购物”经济加快发展，
同时，还将积极准备货源、提升服
务质量，为海南旅游经济发展持续
提供动力。

带动“五一”旅游市场消费

三亚国际免税城推出线上线下多项优惠
我省3家企业
参加“双品网购节”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第
二届“双品网购节”于4月28日拉开
帷幕，将持续至5月10日。海南春光
食品有限公司、文昌潮记文昌鸡养殖
专业合作社、海橡健康国际文旅投资
有限公司参加该活动，在各大型电商
平台以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推广销售
优质产品。

加快推进移动支付持续向
县域及村镇下沉

我省一季度移动支付
交易金额逾4690亿元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王培琳）海南日
报记者4月28日从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获悉，该行加强移动支付便民场景建设，加快推进
移动支付持续向县域及村镇下沉，助商惠民促流
通，2020年第一季度，海南省移动支付交易笔数
约1.66亿笔，金额4690.78亿元。

在加强移动支付便民应用场景建设方面，人
行海口中心支行组织银联、银行和支付机构加大零
售、商超、电商、旅游等便民应用场景建设力度，为
消费提供各种便利，同时提供线上支付等综合金融
服务，用电子渠道助推企业复工复产。例如，推动
银联海南分公司、银联商务海南分公司以及各银行
业机构与超市、快餐店、旅游集团等商家合作，实现

“线上下单，线下无接触配送”的便民支付体验，以
及海南所有景区门票均能线上预订和支付。

此外，人行海口中心支行加快推进移动支付
持续向县域及村镇下沉，鼓励银行和支付机构通
过在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和支付服务App设立农
产品销售、小微商户服务专区，对接农民生活、农
业生产等各领域支付需求，推动农村群众消费支
付手段多元化，提升乡村消费便利性。全省银行
机构便民服务点全覆盖2561个行政村，群众“足
不出村”即可享有金融服务。交通银行海南省分
行、海南银行、支付宝海南分公司等开通“消费扶
贫”“爱心扶贫网”“海南果蔬绿色通道”，助力缓解
疫情导致的农产品滞销问题，促进消费。

海口市政府与中南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深化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计思佳 马珂 习

霁鸿）4月28日下午，中南大学与海口市政府深化
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中南大
学校本部举行。根据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和拓
展合作范围，共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
院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海口临床学院。

据了解，海口市政府、海口市人民医院与中南
大学已合作16年。海口市人民医院依托中南大
学的人才、教学、科研和管理优势，在医、教、研、管
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海口市医疗健
康产业整体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海口市高等医
学教育和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海南全面加
快推进自贸港建设的背景下，此次合作协议的签
订，将为海南培育更多的高层次医学人才，进一步
提升海口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
本次合作协议为契机，从战略高度推进创新模式，
加强人才交流、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工作，争取
早出成效，实现双赢，为海南自贸港加快建设、为
中南大学“双一流”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4月28日，文昌市木兰湾的工作人员展示“垃圾存折”，60积分可以兑换一个椰子。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4月27日12时-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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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26

20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55

37

25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