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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省气象局1月14日7时40分将寒冷三级预警降为寒冷四
级预警。

省气象局将寒冷三级预警降为四级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
获悉，该市中小学校、幼儿园从1月
15日起正式放寒假。为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该局发布致师生、家长的一封
信，倡导师生、家长遵守防疫规定、做
好个人防护，非必要不出岛。学生开

学前一律不得提前返校，返校时须遵
守学校的防疫管理规定。

信中提到，师生、家长要服从居住
地疫情防控管理，减少人员流动，非特
殊必要情况，不得前往境外和国内中
高风险地区，不参与大规模聚集性文
体、聚会、聚餐活动，提倡在岛内过年，

减少走亲访友活动，提倡网络、手机、
电话拜年，个人家庭聚集人数最好能
控制在10人以下。

师生、家长务必按要求做好食、
住、行、游、购、娱各环节的个人防护，
养成“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少聚
集、一米线、用公筷”等良好习惯。谨

慎选购处理冷链食品，不从中高风险
地区和国（境）外网购、海淘物品，接收
快递包裹、在家清洗冷链食品时，佩戴
一次性手套。

寒假期间，师生、家长可适当加强
体育锻炼，注意劳逸结合，注重膳食营
养，保证充足睡眠，少用电子产品，科

学保护视力。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寒假期间，师生、家长要保持警惕，关
注官方通报和权威播报，自觉做到不
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个人及家人如
有发热、干咳等症状，立即就近就诊，
第一时间向学校和有关部门报告。

我省教育系统积极做好
师生防寒保暖工作

确保困难学生
温暖过冬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 （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王梦洋）“今晚可以
盖新被子了！”1月12日，东方市第
二思源学校困难学生陈珮瑶领到了
东方市教育局送来的新被子，将其
紧紧抱在怀里。近日，海南连续发
布寒冷预警，我省各地各校在省教
育厅的动员部署下积极做好师生防
寒保暖工作，为困难学生、留守儿
童、低龄儿童等特殊群体发放御寒
物资，确保学生温暖过冬。

日前，省教育厅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各校立即检查学生衣物、被褥是
否充足，并重点关注住校学生防寒保
暖问题，关心帮扶困难学生、留守儿
童、低龄儿童等。建议各地教育部门
会同民政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给这些
学生发放被褥，安排好餐饮、热水，提
供必要的预防感冒药物。

接到通知，各地各校立即行动
起来——儋州市各级各类学校积极
开展送温暖行动，将棉被、毛毯、袜
子、热水袋等御寒物资送到相关学
生手中；陵水黎族自治县教育局派
出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寄宿制学校，
了解寄宿生住校食寝安排，要求学
校宿舍管理方提供必要的预防感冒
受寒药物；澄迈县桥头中心学校安
排教职工到学生宿舍检查窗户是否
破损、寝室门是否开裂，并了解学生
是否有充足的冬衣、被褥等，一再叮
嘱学生要注意防寒保暖……

“我们学校来自农村地区的住
校生比较多，不少孩子家庭条件比
较困难，市教育局送来50条被子，
可谓‘雪中送炭’。”东方市第二思源
学校副校长符煌说，学校将认真做
好学生防寒保暖、生活保障等工作，
确保学生温暖过冬。

困难群众帮扶

本报万城1月14日电（记者袁
宇）1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
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该局近日组织农
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
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工作，落实农
作物防寒抗寒措施，减少低温天气对
农业生产的影响。此外，万宁市槟榔
和热作产业局编印《热带作物防寒防
冻技术手册》，为种植户做好热带作

物防寒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目前，万宁共种植冬季瓜菜19.2

万亩，早稻13万亩，冬种作物防寒工
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在位于万宁
万城镇的大奶洋瓜菜种植基地海南
日报记者看到，田间搭建起了多个保
温大棚，大棚内种植的西瓜苗、苦瓜
苗长势良好。“我们落实防寒措施，给
西瓜苗防风，让西瓜苗保持良好的长
势。”该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再
过20天该基地种植的西瓜就可以采
摘上市，

科学进行“稻-菜”轮作也是农
技人员指导农户改进田间管理的方
法之一。据介绍，万宁农业农村局派
出的农技人员在多个镇引导农户调
控好水稻苗床温度，提高秧苗夜间生
长的环境温度，同时指导农户进行冬
种瓜菜播种，根据农田土壤状况进行

“稻-菜”轮作，提高农业生产科学化
水平。

万宁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市综合研判市场需求信息，在
今冬明春引导农民及合作社减少辣

椒种植面积，增加豇豆、苦瓜等品种
种植面积，并积极推广“稻-菜”轮作
模式，水旱田瓜菜种植面积稳定在
10万亩左右。

近日，万宁市槟榔和热作产业局
编印《热带作物防寒防冻技术手册》，
对槟榔、橡胶、龙眼、荔枝、咖啡、菠萝
蜜、胡椒、黄皮、菠萝等热带作物如何
防寒防冻进行科学指导，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增施肥、烟雾防寒、架设防寒
棚、喷施防寒剂等措施，帮助种植户
减少因寒害造成的损失。

万宁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瓜苗“住”进空调房 稻苗“睡”上保温床
农林植保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宋威）为防止不法商贩
囤积居奇、恶意涨价，守护百姓的“菜
篮子”，近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约谈了该市101家蔬菜批发市场、农

贸市场、大型商场和超市，敦促企业、
商户加强价格自律，诚信经营。

据悉，本月上旬我省出现低温天气
以来，海口市场监管局加大对农贸市场
的监督检查力度，实行定人驻场监管
制，每个农贸市场由该局各区分局一名
副局长负责，执法人员下沉一线，到联
系点实地检查指导，属地分局、监管所

派出检查组进行每日巡查，重点检查农
贸市场、便民疏导点明码标价等情况，
督促各农贸市场履行倡议价格承诺、及
时更新明码标价牌，做到一户一告诫、
一户一巡查，一户一监测。

据统计，去年12月21日至今年
1月11日，海口市场监管局共出动
执法人员2886人次，检查农贸市场、

便民疏导点1679家次，检查蔬菜、肉
禽、蛋、水产等各类摊位43584个次；
立案4宗，对4个摊位高于标示价格
销售商品的价格违法行为进行立案
调查；期间，快检食用农产品750批
次，主要包括蔬菜水果、肉及其制品、
米面及其制品、茶叶、食用油等品种，
未发现不合格产品。

市场保供稳价

海口中小学校、幼儿园今起放寒假
教育部门：开学前学生不得提前返校

省残联走进临高和新村
开展送温暖活动

“收到过冬物资，
心里暖暖的”

本报临城1月14日电（记者良
子 张文君 特约记者刘彬宇）1月14
日，省残联慰问组一行来到临高县东
英镇和新村，对该村49名重度一级
残疾人，76户经济较为困难的残疾人
家庭和35名60岁以上的老党员及
奋战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线的村
干部进行走访慰问，向他们送上党和
政府的温暖及新春祝福。

“今年的冬天比往年冷，收到过
冬物资，我的心里暖暖的，我替我家
小孩感谢你们。”1月14日上午，在临
高县东英镇和新村头洋下村民小组
村民陈亚动家中，陈亚动感激地说。
陈亚动的女儿患有严重智力障碍，是
重度残疾人。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
长种润之给陈亚动一家送上生活物
资，并细致询问他家的生活近况。

当天，慰问组一行先后看望了
重度一级残疾人陈超业、陈健宏等
人，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康复、防
寒、生产生活状况，并送上棉被、衣
服等防寒物资，以及水果、食用油等
生活用品及慰问金。“党和政府帮我
们摘掉贫困帽子，春节前又给我们
送温暖，这个冬天太暖心了。”村中
的残疾人陈新好说。

随后，慰问组一行走访慰问了
该村60岁以上的老党员及村干部，
给他们送去水果等物品，并提前送
上新春祝福。为助力该村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省残联向村里赠送了2
万多只口罩。

据悉，自省残联对口帮扶和新
村以来，已连续5年在春节前派出
慰问组到该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海口多个网约车平台推出
针对特殊人群的便民打车服务

老人可电话叫车
现金付费
■ 本报记者 郭萃

“你看我的老人手机不能上网，我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现在天气冷出租车空车少，出门打车不太
方便。”近日，77岁的海口市民郑大爷向海南日报
记者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烦恼。他说，因为不会使
用智能手机，自己无法线上预约网约车，大多选择
乘坐公交车出行。

郑大爷的话，说出了不少老年人的心声。不
过，近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获悉，为响应国家有关
部门关于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倡议，海
口多个网约车平台已针对老年人等群体推出了便
民打车服务。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我想从龙
昆南路的大润发超市去海口火车东站。”“好的，
请您稍等，我们现在帮您联系附近司机。”1月14
日下午，今年65岁的陈阿婆用手机拨打了曹操出
行的客服电话，并选择了无障碍出行服务。

“您好，您预约的车辆大概3分钟就可以到
达，预计服务费用15元，司机稍后会联系您，您到
达目的地可以使用现金支付。”很快，工作人员便
给陈阿婆回了电话，并告知了网约车车牌号码等
信息。“这给我们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带来
了便利。”陈阿婆说道。

“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尚在少数。”
曹操出行海口区域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平台推出
电话叫车业务，是希望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
满足更多用户的交通出行需求。“老年人只需打一
个电话，告诉客服自己的目的地和出发地，后台就
会快速找到附近的司机，并告知司机该乘客需要
提供无障碍出行服务，随后客服会将车辆信息和
预估价格告诉老年人，供老年人选择是否通过该
方式出行。”该相关负责人说。

除了曹操出行，滴滴出行近日也针对老年人
推出了一系列人性化服务。“老年人用户可在滴滴
出行APP设置中心点击‘关怀模式’，预先设置5
个常用地址，进行一键发单。对于没有滴滴账号
的老年人，亲属朋友可通过‘代叫车’选项为其叫
车。亲友下单时输入老人手机号码，司机将通过
虚拟手机号码与老人联系，确认其上车地点，随后
将其送达目的地。”

此外，传统的巡游出租车运营企业进一步优
化了电召服务。“我们的200辆巡游出租车提供电
召服务，有需求的市民可通过拨打96799约车，司
机会尽快赶到接客地点。”海口公交集团相关负责
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本报海口1月1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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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间
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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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天

北部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10℃～12℃ 最高气温23℃～25℃

中部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9℃～11℃ 最高气温23℃～25℃

东部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11℃～13℃ 最高气温22℃～24℃

西部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9℃～11℃ 最高气温23℃～25℃

南部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12℃～14℃ 最高气温25℃～27℃

陆地天气预报
北部 多云 局地有小雨

最低气温13℃～15℃ 最高气温22℃～24℃

中部 多云有小雨

最低气温14℃～16℃ 最高气温23℃～25℃

东部 多云

最低气温14℃～16℃ 最高气温22℃～24℃

西部 晴间多云 局地有小雨

最低气温12℃～14℃ 最高气温23℃～25℃

南部 多云

最低气温14℃～16℃ 最高气温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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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夜
间
到16

日
白
天

严防商贩恶意涨价，确保市场供应稳定

海口约谈百余家市场和商超

16

日
夜
间
到17

日
白
天

北部 阴天间多云 局地有小雨

最低气温12℃～14℃ 最高气温18℃～20℃

中部 阴天间多云 局地有小雨

最低气温12℃～14℃ 最高气温18℃～20℃

东部 阴天间多云 局地有小雨

最低气温13℃～15℃ 最高气温18℃～20℃

西部 晴间多云 局地有小雨

最低气温12℃～14℃ 最高气温20℃～22℃

南部 阴天间多云

最低气温16℃～18℃ 最高气温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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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晴方好
田间生产忙

近日，我省迎来晴好天气，各地农户抢抓农时，备耕、育苗、给
蔬菜浇水、在果园除草，尽量减少低温天气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
影响。

⬆1月14日，琼海市博鳌镇，农民利用晴好天气插秧。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月14日早晨，五指山市水满乡，菜农迎着朝阳给地里的蔬菜浇水。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东方推出优惠政策引进急需紧缺人才

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才
可获一套房免费住

本报八所1月14日电（记者肖开刚 通讯员
高进平）可优先纳入正式编制管理，一次性拨付
3万元至8万元安家费，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才可获
一套住房免费居住，特殊情况还可“一事一
议”……1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东方市委组织
部了解到，为吸引国内外人才到东方就业创业，该
市近日出台《引进急需紧缺人才管理办法》，明确
规定东方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引进的急
需紧缺人才可享受“十大”福利政策。

“十大”福利政策

1.优先纳入编制
引进到东方市事业单位或党政群团机关单位

工作的人才可纳入用人单位正式编制人员管理

2.一次性安家费
引进人才试用期满的，按学历层次高低一次

性拨付安家费3万元至8万元不等

3.每月生活补贴
在5年服务期内，每年按学历层次高低给予

2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生活补贴

4.住房免费居住
引进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副高级

职称（高级技师）及以上的人才，由东方市政府提
供一套60平方米至 100平方米的住房免费居住

5.每年探亲费
引进人才配偶或父母不在本省的，由用人单

位每年按最高限额5000元报销一次探亲费

6.优先购买住房
服务满2年且符合条件的可优先购买具有保

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7.高额购房补助
符合条件的可获 8 万元到 20 万元不等的购

房补助

8.特殊贡献奖励
引进人才在服务期间做出突出贡献并获得省

级及以上荣誉或奖项的，由东方市政府一次性奖
励5万元

9.市政府奖励
经认定为ABCD等4类人才的，由东方市政

府按不同层次人才给予 10 万元至 80 万元不等的
一次性奖励

10.免费健康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