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电动汽车充电服务收费标准

最高不超过1元/千瓦时
本报三亚7月17日电（记者李艳玫）近日，

三亚市印发《关于规范电动汽车用电价格及充换
电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对该市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用电价格和充换电服
务收费作出明确规定。

《通知》明确，充换电设施经营企业可向电动
汽车用户收取电费及充换电服务费。电动汽车充
换电设施用电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
策，鼓励电动汽车在电力系统用电低谷时段充电，
提高电力系统利用效率，降低充电成本。

《通知》规定，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按充电电
度收取费用（不包含电费），三亚市统一上限标准
为电动公交汽车0.8元/千瓦时，其他电动汽车1
元/千瓦时。该市充电设施经营企业可在不超过
规定上限标准的前提下，制定具体收费标准，鼓励
充电设施经营企业对充电服务费给予优惠。此
外，换电服务费按车辆行驶里程收取费用（包括电
费、电池租赁和服务费用），根据三亚换电设施建
设实际情况，暂不制定换电服务费标准。

三亚

2020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启动

贫困学子最高可申请
5000元助学金

本报那大7月1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为帮助家庭困难的大学新生圆大学梦，儋
州市近日启动2020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7月
20日至8月20日，家庭困难的儋州籍大学新生可
申请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助学金。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7月17日从共青团儋州市委有关部门
获悉的。

儋州市2020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主要援助
2020年被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儋州籍家庭
困难大学生。受助大学生应遵纪守法、品学兼优，
其父母均为农村或城市低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
低于当地平均水平，没有获得其他机构3000元以
上（含3000元）奖学金或助学金。建档立卡贫困
户（未脱贫户）、低保户、新冠肺炎抗疫一线医务人
员子女优先获得资助。

为帮助更多家庭贫困、成绩优异的大学新生，
切实让广大贫困学子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共
青团儋州市委倡导该市各单位广泛动员干部职工
为家庭困难的大学新生捐款。

儋州

宝岛夜市集
在海垦广场开市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邓钰 昂颖）7月
17日晚，宝岛夜市集在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中
路的海垦广场开市。市集现场汇聚了众多人气商
家，为消费者带来品类丰富的特色美食、精彩纷呈
的文创活动。

据了解，宝岛夜市集现场分为特色小吃区、餐
酒吧区、文创商品区、早安巷、全日艺文廊等功能
区。消费者不仅可以品尝到富有本地特色的小
吃，还可以吃到泰式木瓜沙拉等东南亚美食。

此外，宝岛夜市集主办方在市集现场推广使
用环保可降解包装材料，提倡消费者对垃圾进行
分类处置，并灵活安排经营时段，探索“夜为主、日
为辅”的经营模式。

在宝岛夜市集开市仪式上，主办方还推出了
打卡拍照赢美食代金券活动。消费者用手机从南
海网转发关于宝岛夜市集的资讯到微信朋友圈，
凭截图可领取10元美食抵用券1张。

据介绍，宝岛夜市集将餐饮、文创、娱乐等多
种业态进行有机整合，为市民提供新型社交娱乐空
间，激活商圈新“夜”态，为海口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宝岛夜市集由海口市商务局、龙华区政府、海
南唯爱实业有限公司主办，海口市夜市发展联合
会、海南堂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海垦广场、饿了
么、百袋潮、海岛兄弟协办，南海网承办。

海口

琼海

行政村100%通客车
本报嘉积7月17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吴育妹）7月17日上午，由琼海海汽运输有限公
司负责运营的24辆“村村通”微公交正式投入使
用。据悉，这批微公交投入使用后，琼海的行政村
实现100%通客车。

此次投入使用的24辆微公交是新能源汽车，
将开行于琼海嘉积、塔洋、博鳌等10个镇的共77
个行政村和当地镇政府之间，为当地居民带来出
行便利。

这批微公交投入使用后，将于每周一、周三、
周五、周日按时发班，每条线路日发8个班次，发
车时间为7时30分至17时30分。群众从所在行
政村乘坐微公交到当地镇政府票价2元。

琼海海汽运输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这
批微公交投入使用后，公司将加强对车辆安全和
运营状况的监管，维护好客运市场秩序，提升服务
质量，为当地居民提供便利安心的运输服务。

据了解，目前琼海已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乡镇
为支撑、行政村为节点、反射和循环互补的区域农
村客运网络，解决农村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问
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交通发展带来的便利和生
活品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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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邓松）炎炎夏日，等公交汗流浃
背，何不来新海南客户端领取大额打
车券，享受车接车送、享受清凉。从
即日起，新海南客户端携手滴滴出行
开展“你打车 我送红包”送福利活
动，30元滴滴快车代金券免费送。

无论您是新用户还是老用户，7
月15日至31日，点击新海南客户端
主页的“打车红包”按钮，进入活动页
面，输入个人在滴滴登录的手机号，
即可领取价值30元滴滴礼包（滴滴
新用户可获2张5折最高抵扣15元
的代金券，滴滴老用户可获3张5折

最高抵10元的代金券），海南全省可
用，活动期间同一用户仅可领取一
次，领取成功后可在“滴滴出行
APP-钱包-券”里查看。

新海南客户端是海南省级融媒
体移动客户端，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权威信息发布平台、海南媒体融合
协同平台、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门
户，致力于打造“立足海南、站位全
国、面向世界”的中国自贸港新型主
流媒体。在新海南客户端，自贸港
权威信息、时政、财经、文体等资讯
可第一手掌握；它全面接入了海南
全省市县及机构、行业融媒体中心，

接入海南全省报纸、广电、网络主要
内容，是用户获取区域新闻资讯、生
活服务的聚合平台。它通过独家打
造的网络问政平台，可为群众答疑
解惑，排忧解难。它还可自主入驻
自主订阅海南号，为优质用户提供
内容生产发布平台。城事、身边的
大小事……您喜欢的，就是新海南
客户端想奉献的。

新海南客户端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前，新海南客户端正在开展为期7
天的下载装机抽奖活动，为用户们提
供了4000份涵盖海南吃住游各式体
验的免费券。此次联合滴滴出行开

展的“你打车 我送红包”活动，首批
将为新海南客户端用户提供4000份
的专属福利代金券。还等什么，速速
叫上你的小伙伴们一起到新海南客
户端领取吧！

你们打车 我来买单

下载新海南客户端 送滴滴快车代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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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郑鹏

“最近天气炎热，日头毒。石斛
娇贵，得等太阳下山才能给它们浇
水。”7月15日傍晚，在位于儋州市雅
星镇的海南农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八一总场公司）石斛产业
园种植大棚中，脱贫户符世托忙着给
棚中郁郁葱葱的铁皮石斛浇水，细心
查看石斛的生长情况。

“石斛看着寻常，身价却高。”别

看符世托现在说起铁皮石斛头头是
道，过去他连石斛长啥样都不知道。

2013年，八一总场公司调整产
业结构，布局发展高效种植业，经过
一番考察，看中铁皮石斛的健康价值
和市场前景，决定带着职工群众发展
铁皮石斛产业。在确定发展方向后，
八一总场公司通过寻求合作、引进人
才，建起了石斛种植园区。

“我们综合考虑儋州的气候等各方
面条件，认为在大棚里种石斛，产量会

更高，效益会更好。”八一总场公司旗
下农业开发公司总经理符海平介绍，
公司搭建的大棚采用了最新太阳能智
能恒温种植技术，同时公司用松树皮
模拟野生铁皮石斛生长环境，让职工
们采用独立固定苗床的栽培方式，保
证每株铁皮石斛可获得充足的营养。

经过几年的努力，八一总场公司
的铁皮石斛产业发展走上正轨。目
前，该公司已建成占地面积220亩的
石斛产业园，共有5个高科技种植大

棚，种植铁皮石斛共173亩。
“刚开始大伙都不相信种草也能

挣钱，可我就靠着在产业园务工脱了
贫，对发展石斛产业越来越有信心。”
如今，在符世托眼里，铁皮石斛是职
工群众脱贫致富的“法宝”。“一斤石
斛鲜条能卖280元，亩产量可达800
多斤，种铁皮石斛比种普通农作物效
益高多了。”符世托笑着说。

据统计，截至目前，八一总场公
司已带动近百户职工及周边村民发

展铁皮石斛产业，直接带动20多人
就业，其中包括5名脱贫村民，累计
带动职工群众短期务工450人次。
去年，八一总场公司石斛产业园荣获

“省级就业创业示范基地”称号。
此外，八一总场公司还致力于开

发铁皮石斛深加工产品，先后推出了
石斛粉、石斛枫斗、石斛酒等产品，满
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让优质石斛产
品带来好“钱”景。

（本报那大7月17日电）

海垦八一总场公司发展铁皮石斛产业，促职工群众增收

棚中种“金草”致富好“钱景”

康康生生小小 活活走向我们的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孙
慧 特约记者邹小和）海南日报记者
近日从省河长制办公室获悉，今年以
来，我省紧密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目标，开展农村河湖整治专项行动，
对部分市县河坝、河道等存在的乱
占、乱采、乱堆、乱建“四乱”现象进行
清理整治。截至6月底，国家有关部

委开展全国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
在我省发现的63个问题，以及2019
年水利部暗访后向我省反馈的92个
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销号。

随着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部分市
县出现“人水争地”现象，河湖“四乱”
问题严峻复杂。为构建保护河湖环
境的长效机制，我省以开展“绿水行

动”契机，要求各市县开展农村河湖
整治专项行动，对农村的河、塘、沟、
渠进行清理整治，有效改变了河湖

“脏乱差”的面貌。
目前，我省各市县正在持续开展

农村河湖整治专项行动，对河岸堆放
垃圾、水面无人保洁、河道清障不及时
等问题进行整改；明确水资源保护、水
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等长期工作的
目标，列出任务清单，稳步推进工作。
按照要求，各市县开展农村河湖整治

专项行动的成效将纳入市县河长制湖
长制工作年度考核内容。

今年以来，我省通过推出“清四
乱”、河长巡河等治理措施，扎实做好
河长制湖长制相关工作。截至目前，
省级河长巡河次数达30次，已开展1
次省级河湖问题排查，形成第一季度
通报和河湖“四乱”问题整治工作报
告。我省还建立省级河湖“四乱”问
题清单，确定299个问题，已完成整
改203个，整改完成进度达68%。

我省开展农村河湖整治专项行动

整治“四乱”问题 共护河湖长清
关注海南省“绿水行动”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大平
村看到，该村建设的“渔光互
补”光伏扶贫项目已部分投入
运营。

据介绍，该项目将渔业养
殖与光伏发电相结合，在鱼塘
水面上方架设光伏板阵列，在
光伏板下方水域进行鱼虾养
殖，形成“上可发电、下可养鱼”
的发展模式。该项目采取“公
司+产业基地+贫困户”的模式
运营，助力精准扶贫。

目前，大平村已建成发电
站等基础设施，该项目已实现
部分发电，每月产生稳定的售
电收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范群 图/文

五指山扶持
漂流旅游业发展
两年来发放
近700万元奖励资金

本报五指山7月17日电（记者
谢凯 特约记者刘钊）海南日报记者7
月17日从五指山市旅文局获悉，该市
将继续做好支持旅行社开发漂流旅游
客源的奖励发放工作，预计本月底将
完成2019年度的奖励发放。据介绍，
两年来，五指山市共投入近700万元
财政资金奖励相关旅行社，扶持当地
漂流旅游业发展。

五指山市地处海南岛中部山区，
峡谷溪流众多，地势落差大，适合发展
漂流旅游业。从2013年开始，当地有
关部门根据《五指山市鼓励旅行社开
发客源市场奖励暂行办法》，安排一定
的财政资金，制定奖励措施，奖励开发
漂流旅游客源的旅行社。按规定，该
市对组织游客在五指山市漂流景点游
玩的旅行社按照人次数量给予一定金
额的奖励，年组团达2000人次的，可
追加30％的奖励。2018年以来，五
指山市共投入近700万元财政资金奖
励相关旅行社，扶持漂流旅游业发
展。去年9家旅行社共获得奖励资金
453.9万元，比2018年翻了一番。

“我们希望把漂流旅游打造成五指
山市的一张名片。”五指山市旅文局局
长吴清雷表示，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加快推进，海南中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将
会受到更多关注，该市将优化旅游产品
供给，全面提升旅游服务水平，欢迎相
关旅行社组织游客到五指山游山玩水。

本报海口7月17日讯（记者陈
奕霖）7月17日，《人民日报》、新华
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
媒体分别刊发报道，点赞海南干部
群众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奔小康的
奋斗故事。

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
位置刊发题为《海南三亚市吉阳区
博后村——“奔小康，我们底气更足
了”》的报道，点赞博后村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的深情嘱托，抢抓发展机遇，建设美
丽乡村，重点发展民宿产业，走出一
条致富新路。

报道称，三山环抱的博后村，人
均耕地少，土地盐碱化严重。三亚政
府大力引进企业，扶持产业发展，给
博后村脱贫送来了东风。2009年，
一家花卉文化产业公司进入博后村，
流转村中1000亩地，种植玫瑰花。
企业打造的玫瑰谷，成为带动村民脱
贫致富的重要依托。

2017年，三亚市委和市政府决
定在博后村建设美丽乡村，为博后村
带来了新机遇。村容整洁了，基础设

施完善了，变了模样的博后村不再是
夹在景区中间的一个普通村庄，而是
变成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景区，成为
众多游客的“打卡地”。

如今，民宿成了博后村的一张新
名片。2017年 5月，村里首家民宿

“海纳捷”开张，生意红火。“海纳捷”
的成功让老乡们看到了一条致富新
门路。短短数年，博后村已开业和建
设中的民宿达44家。2019年，博后
村人均年收入达24520元。

新华社以《黎苗山乡种养“老行
当”擦亮“绿色牌”》为题，报道了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通

过培育农产品品牌等举措，提升传统
产业效益，带动农户增收的成效。

报道称，近年来，当地黎村苗寨
“变现”生态优势，传统种养“老行当”
擦亮“绿色牌”，走上品牌化之路。琼
中培育“琼中畜牧”品牌，畜牧业全产
业链综合效益大幅提高。白沙推动
山兰稻商品化，推广高产新品种，使
得山兰稻越来越“值钱”。

《光明日报》在头版刊发报道
《五代海岛人奋斗圆梦》。报道澄迈
县福山镇发展咖啡产业，苦咖啡种
出甜蜜生活；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
建设美丽乡村，村民在家门口创业

就业增收致富等生动的发展故事，
展现了一代代海南人脚踏实地奔小
康的奋斗精神。

《经济日报》在头版刊发题为
《哎岬湖畔致富梦圆》的报道。报道
称，7年多来，特别是2017年以来，
博后村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重
点发展民宿产业，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休闲度假。美丽乡村衍生出

“美丽经济”，民宿产业让博后村民
收入增长、精神富足。“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的重要嘱托刻在石上、
镌于心间，激励着村民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点赞海南干部群众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奔小康

实干勇担当 海南好样的

“渔光互补”
点亮脱贫路

中央媒体看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