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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奋斗自贸港

我们的“十三五”·故事

本报海口10月5日讯（记者尤
梦瑜）“您好，请您配合测量一下体温，
出示一下健康码。”10月3日下午，由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排的肢体动漫剧
《三个和尚》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上演，
家长们正带着孩子有序入场。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内多家文
化机构了解到，在这个“加长版”国庆
假期中，海南演艺、观影等文化活动受
到大众热捧，各文化单位努力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心观
演、观影环境。

从9月30日至10月8日，海口湾
演艺中心安排了儿童剧《小蝌蚪找妈
妈》《三个和尚》、非凡丝路音乐会《丝路

驼铃》、悬疑舞台剧《虚无的十字架》等
多场次精彩演出，为“不打算出门旅游”
的市民准备丰富文化大餐。海南日报
记者了解到，演艺中心上演的两部儿童
剧的上座率为93%；截至10月5日，《虚
无的十字架》售票率超过80%。

“不想去景区‘人挤人’，好好抓住
假期享受一下文化生活。”海口市民翁
先生说，他带着孩子前来观看海口湾
演艺中心的儿童剧，为孩子安排充实
的假期生活。

“除了要求入场观众实名制购票、
出示健康码等，剧场在假期中坚持对场
内进行全方面消毒，为观众打造卫生、
安全的观演环境。”海口湾演艺中心负

责人介绍，目前，按照相关规定，剧院剧
场上座率严格按照防疫要求控制。

舞台上精彩连连，屏幕上好戏不
断。《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夺冠》
等国产影片成为国庆档主力，让2020
年的电影市场迎来重要票仓。据猫眼
APP专业版显示，10月4日，全国电影
票房收入为50198.8万元。海口市10
月4日电影票房收入为210万元，三亚
为60.6万元。省内各大影院严格控制
上座率，不留死角做好消毒工作。

除了观演、观影，还有许多人选择
在图书馆阅读、学习，消磨假期时光。
10月1日至4日，省图书馆开放时间
为9时至13时；5日至8日，开放时间

为9时至17时。海南日报记者看到，
省图书馆10月1日到馆人数为1995
人次，2日为2909人次，3日及4日入
馆人数均超过3300人次，同时外借书
籍册次也在增加。

为了控制馆内人数，省图书馆实
行预约登记制度，入馆读者需提前在
其微信公众号平台输入姓名、身份证
号、手机号码等信息进行预约。入馆
时需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

“省博物馆实行限流管理，每日限
流2000人，瞬时流量不超过800人，
流量限制根据疫情防控情况逐步进行
调整。”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个国庆假期，省博物馆迎来今年首个夜

场活动“第二届南溟动漫节”，人气十
足。精彩纷呈的体验项目让人们在动
漫艺术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写意国
风——第二届南溟动漫特展”于国庆节
当日开幕，将持续至11月1日。海南日
报记者4日在省博物馆入口处看到，工
作人员引导游客提前完成“健康码”注
册，以免临时注册导致人员聚集。

“平时周末一有时间就会去购物，
很少能有一个下午的时间‘泡’在博物
馆、图书馆这些地方，所以趁着国庆假
期，让自己好好静下心来‘充充电’，也
希望海南的文化单位举办更加多样
的文化活动来丰富我们的日常生
活。”海口市民邹颖说。

国庆假期我省演艺、观影活动热度攀升，疫情防控工作严谨有序

细心做防控 安心度假期

饱受胃痛折磨多年的海南澄迈县
金江镇菜农徐凤金，今年踏实地住院
治疗了。

对她而言，早年治病是“3个月药
钱要种1年菜来垫”，算起药账时“惊
心”；多年积蓄，一朝病尽，想起来“痛
心”。而今出院时，医护人员送来医保
保险单，告诉她近万元的总费用，个人
只承担不到2000元，觉得“暖心”；当
了解到海南还有“大病险”“医保扶贫”
等政策时，她舒展开眉头说“放心了”。

因医保升级而受益的“老病号”
徐凤金并非个例。“十三五”以来，海

南省率先在全国建立省级层面统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医保扶贫以及
商业健康补充保险等多层次医疗保
障制度，包括农村贫困人口在内的城
乡居民均尝到了政策甜头。仅2020
年1至8月，慢性特殊疾病门诊和住
院报销中，有医保“兜底”的超过80
万人次。

针对困难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的问题，海南省2016年出台医疗救助
实施办法，对特困供养人员、孤儿、重
度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人员、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等实施救助。2019
年，海南将原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进行了整合。同年，海南将高
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纳入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排在该省前4位
死亡率最高的肺癌、胃癌、肝癌和大肠
癌也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中
进行保障。一级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慢
性特殊疾病、住院统筹基金支付比例
达到90%。

这对于澄迈县农民工徐光志一家
来说，是“特大福音”。他的父亲今年
已86岁，10多年来每年都要在医院
住上几个月，欠了不少债。现在，总算
松了口气。

更让徐光志欣喜的是，为进一步

减轻参保居民的医疗费用负担，自今
年起，海南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础报
销比例由50%提高至60%，年度最高
支付限额增加了8万元，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大病保险支付比例还另外提高
了5个百分点。

为降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
海南早在2018年就全面实施健康扶
贫三年攻坚行动，对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
医疗补充保险、医疗救助、财政兜底等

“五道防线”，特困人员慢性特殊疾病
门诊实际报销比例达到 100%。其
中，海南银保监局在2019年推出的城
乡居民大病补充高额医疗保险，每年
只用交25元保费，就可由保险全额支

付45万元以上、100万元以内符合医
保规定的相关费用，患者负担进一步
减轻。

据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截至2020年8月底，海南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患病住院共56093人
次，总住院医疗费用为4.74亿元，其
中“五道防线”报销4.3亿元。

“以前新农合不能报销的药多，慢
性病报销手续多，条条框框限制多，农
村人不敢治病又不懂报销，很多‘老病
号’愁出了心病。”徐凤金说，“现在，我
们贫困患者报销门路多了，不垫资，也
不多跑路，这块心病再也没有了！”

（新华社海口10月5日电 记者
陈凯姿）

“老病号”终于“放心了”
——海南医保升级侧记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国兴大道独栋楼急售18708991932

●蒙雁燕（于2020年10月2日）遗

失居民身份证,证号:4600251984

06241226，特此声明。

●刘智国（于2020年9月10日）遗

失居民身份证,证号：1329271968

08133437,特此声明。

遗 失

出 售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李小嫚

“别人种出好吃的瓜果能致富，我
们大岭居不一样，培育出的好种苗也
能赚钱！”这是“80后”水果育苗能手
韦江苏的豪言壮语。

9月30日上午，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荣邦乡大岭居，一辆货车停在白沙
鹏达种养专业合作社种苗基地旁，主
管韦江苏正挑着满满一担的泰国8号
波罗蜜（以下简称“泰8”）种苗，稳稳
地踩着斜梯走上货车的后斗。

“种苗长到20厘米至30厘米就
能卖，包括裹着根系的营养袋，每株种

苗重约2.8斤，我们一担能挑30株，这
货车长度是13米，后斗能摆放1.3万
株种苗，我们七八个人也要忙乎4个
小时才能装满！”韦江苏一套“秦王暗
点兵”算下来，并没有打乱大家忙碌的
节奏，一遍遍地挑着重担上下车，双脚
奔走不歇。

干劲，源于大岭居集中连片的种
苗产业给当地农户实实在在带来的红
利。韦江苏介绍，作为大岭居种苗基
地的“大户”之一，该合作社除育有“泰
8”、马来西亚1号等多个热销品种外，
还育有牛油果、莲雾、芒果、槟榔等10
多种作物。经统计，该合作社2019年

销售总量约有300多万株，行情最好
的“泰8”占85%以上，扣除其中的培
植、物流以及人工等成本，每株可盈利
30%左右。

据悉，荣邦乡盛产芒果、牛油果、红
心橙等热带水果，早在三四十年前，位
于荣邦乡大岭居的水果种苗培育产业
就已“冒尖”，近年来大岭居培植了40
多种热带水果种苗，育苗总面积超千
亩。“每年能热销近千万株种苗，尤其是
波罗蜜，大多销往广东、云南、广西等，
甚至越南、柬埔寨等国家。”荣邦乡农业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市先介绍，荣邦乡
目前约有400户农户参与种苗培育产
业，大岭居有近8成，其中有近百户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经不完全统计，今年初

以来，大岭居种苗产业的销售总额已超
7000万元。

“我们还动员各个合作社及种植
户抱团结盟，实现供需信息共享，引
导公平竞争机制。”荣邦乡政府有关
负责人介绍，在当地扶贫部门的引导
与扶持，以及大岭居种苗产业的辐
射带动下，毗邻的俄朗村、光村等村
庄也有不少农户加入，当地水果育
苗基地俨然已集中连片，成为全乡
育苗密集区。“搬运一株种苗装车能
赚0.2元，我每天赚300元工钱不成
问题。”正在忙着搬运种苗装车的大
岭居居民黄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他家里也培植了将近万株波罗蜜种
苗，已经销售得所剩无几，就抽空过

来再添些收入。
除大批量走货外，种苗也逐渐成

为荣邦乡电商的热销产品之一。“电商
卖货，一棵种苗就能接单发货，客户才
能越来越多。”荣邦乡“电商达人”郑云
介绍，如今除产业化种植外，省内外普
通人家也青睐选购几株果苗种植在房
前屋后，既扮靓环境又能期待收获，而
电商同行们也早将种苗打包的门道琢
磨透了，承诺发到客户手中不会损伤
根茎。

临近中午，一株又一株的种苗整
齐地将货车后斗塞得满满当当，引擎
声响起，满满一车的种苗与希望就被
送向远方。

（本报牙叉10月5日电）

白沙大岭居集中连片培育热带水果种苗效益喜人

“致富苗”结出“增收果”

本报洋浦10月5日电（记者林
书喜）在保税油加注政策落地后，为
高效服务前来洋浦港加油的船舶，国
庆期间，洋浦经济开发区从政府部门
到相关企业均安排专人值班，全天候
提供服务。“十一”黄金周前5天，洋
浦共为8艘外轮供应了5137吨保税
燃料油。

10月3日15时，通标标准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
SGS商检海南公司）和海南泛宇外
轮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宇外
代）的工作人员乘船前往洋浦港9号
锚地。泛宇外代工作人员田金雷说，
公司在接到香港籍货轮“东进”号要
在洋浦加注保税油的订单后，马上安
排值班员工帮助“东进”号报关，他则
前往“东进”号停泊的9号锚地取该
船所有船员的证件送到边检部门核
查备案。

据SGS商检海南公司检验工程
师吴城俊介绍，他们作为第三方，负
责对油品的质量、数量等进行检验，
确保买卖双方的利益。“上午11时接
到通知就立即赶到油库，对供油船

‘朝阳503’号抽取的油品进行取样
检验，给‘东进’号外轮供油时我们会
再次取样检验，最后对油品检验结果

出具报告。”吴城俊说。
据了解，“东进”号上一站从广东

阳江出发，中午抵达洋浦，在前往越
南前临时决定在洋浦加注200吨保
税燃料油。

“朝阳503”号轮船长王春年说，
为及时开展供油业务，节省外轮停泊
时间，负责实施保税燃料油供应业务
的中石化燃料油（海南）有限公司启
动了节前部署的应急预案，一边安排

“朝阳503”号轮提前从保税油储罐
抽取燃料油并赶往9号锚地等候，一
边通知SGS商检公司到场取样。此
外还提前协助外轮代理公司做好海
事、海关办理边检物料手续等准备工
作，做到船来即可加注。

10月4日0时5分，风平浪静后的
海面上，“朝阳503”号顺利为“东进”号
外轮加注了200吨保税燃料油。

据中石化燃料油（海南）有限公
司保税油部经理方林寿介绍，《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6月1日
公布以来，保税油加注业务连连攀
升，截至10月5日共进行了104单
保税油加注业务，共加注64568余吨
保税燃料油，“十一”黄金周前5天，
共进行8单保税油加注业务，加注
5137吨保税燃料油。

国庆假期以来，洋浦共开展8单保税油
加注业务

专人值守
高效服务不放假

“力加杯”海南省排球联赛
澄迈赛区收官

本报金江10月5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10月4日晚，2020“力加杯”海南省排球
联赛澄迈赛区在澄迈县体育馆收官。经过3天激
烈角逐，临高队以B组第一名成功进军四强，文昌
队和海南师范大学队进入交叉赛，澄迈队出局。

当晚，临高队以3：2的比分逆转战胜文昌队，
成功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进军四强。另一场比
赛，海南师范大学队则以大比分3：1战胜澄迈
队。综合B组第一阶段的成绩，临高队晋级四强；
文昌队、海南师范大学队进入交叉赛，澄迈队位列
第四，无缘下一阶段的比赛。下一阶段定安赛区
的比赛将于10月9日晚打响，届时将率先进行交
叉赛，海口队遭遇文昌队、三亚队将对阵海南师范
大学队，获胜的两支球队将晋级四强。

本届联赛由海南省旅文厅主办，海南省体育
总会承办，海口市、屯昌县、澄迈县和定安县旅文
局，以及临高县体育服务中心承办，海南广播电视
台文旅频道、南海网、爱动体育网为合作媒体。

2020海南自由贸易港
青少年沙滩足球节落幕

本报海口10月5日讯（记者王黎刚）10月5
日，2020海南自由贸易港青少年沙滩足球节（以
下简称沙滩足球节）落幕。本次沙滩足球节以丰
富多样的沙滩足球比赛和现场互动，共吸引了来
自岛内外近2万名足球爱好者及市民游客到场参
赛和参与互动体验。活动拓展了海口体育旅游消
费空间，是海南重点孵化的沙滩运动“新名片”。

据悉，海口在国庆期间推出沙滩足球节，以
及 2020全国青少年沙滩足球挑战赛、2020海
口沙滩台克球表演赛、2020海南沙滩足球明星
公开课和2020全国沙滩足球青少年国庆训练
营四大沙滩足球赛事活动，每天有约1000名市
民游客通过移动端在线预约参与趣味足球互
动。从今年开始，海口将借力海南沙滩运动嘉
年华平台，以沙滩足球为核心，推出海南自由贸
易港青少年沙滩足球节IP，以此丰富海口活力
城市的内涵。

本次沙滩足球节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海口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海口市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承办。

海医一附院江东新院区
开展勘察设计
建成后将新增2000张床位

本报海口10月5日讯（记者梁振君）为加快
项目前期工作，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同意海南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江东新院区项目提前开展勘察、
设计的招标工作。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0月5日
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的。

今年9月，省发展改革委批复了海南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江东新院区项目建议书。该新院区
建成后将新增2000张床位，总建筑面积32.5294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基本医疗用房、大型
医疗设备用房、科研用房（含重点实验室和动物实
验室）、教学用房、健康体检用房以及地下车库等；
并同步实施室外道路广场、总体管网、照明、绿化、
围墙等配套工程。

项目建成后，将有助于完善海口江东新区乃
至全省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加的健康保障需求，全面提升海南自由贸易
港医疗服务水平。

两班轮作
项目推进不停歇

10月5日，三亚国际体育产
业园体育场建设工地内，800余
名工人实行两班制作业推进项目
建设。目前体育场建设总进度已
完成85%。

⬆ 工人进行外立面膜结构
幕墙龙骨架焊接。

⬅ 工人进行索结构保护钢
丝拆卸。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