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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

加强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维护退役军人合
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移交接收、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
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

联系电话：0898-68660501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1号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因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的城市排水管理职责划转
由海口市水务局承担。原先由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审批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等涉水相关事项自2021年1
月1日起由海口市水务局办理。

联系电话：0898-68723635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个税新政2021年起实施，可惠及全年工
薪收入不超6万元群体，优化扣缴更简便！

（详见国家税务总局2020年第19号公告）

电话：0898—12366
详情请扫码查看

中共海南省委
人才发展局

电话：66235302、66235902
邮箱：hnrcb@126.com

致在琼国际人才的一封信
详情请扫码查看

海南爱心扶贫网
3.0版上线
推出手机H5版本和微信小程序版本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苏庆明 实习生
范平昕）2月1日，全新改版的海南爱心扶贫网3.0
版上线。此次改版，海南爱心扶贫网在界面优化、
功能提升的基础上，推出了手机H5版本和微信
小程序版本，支持随时随地下单选购，在入口和功
能设置等方面更加符合用户习惯。

据介绍，海南爱心扶贫网3.0版，在充分了解
用户诉求基础上，注重交互设计和界面优化，增加
了即时聊天工具、评价留言功能等，更加注重用户
体验。用户有关于产品、物流、付款方式等方面的
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线询问，并可在购物完成后对
店铺服务进行留言评价，所有评价数据通过后台
算法转换成店铺评价体系，作为客户选择店铺的
依据。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改版后的海南爱心扶
贫网，版面清爽美观，栏目划分清晰有条理，帮扶
动态和乡村振兴新闻更加突出。爱心排行榜从原
来的销量、订单、实时交易排行榜更换为爱心企业
排行榜TOP10、市县销售排行榜TOP10、爱心订
单排行榜TOP10，榜单更为直观；首页显示的爱
心商品也根据用户喜好分为超划算、满就减、满就
送、当日达等4个分区。

在功能优化方面，新版本为用户端、商家端
及管理端提供更多功能服务，例如为商家提供活
动促销功能，商家可选择是否参与各项优惠活
动。同时，用户下单购买商品时，系统默认为客
户选择最优惠促销活动，帮助其购买到物美价廉
的产品。

全新版的海南爱心扶贫网，支付方式覆盖市
面上99.9%的结算银行，客户付款更加便利快
捷。此外，还提供物流跟踪服务，下单用户可实时
查看选购产品物流信息。

作为全国首个以“互联网+消费扶贫”为主题
的省级公益平台，海南爱心扶贫网已成为海南电
商扶贫的主渠道，自2018年上线以来，注册用户
近34.9万人，销售额逾1.03亿元。

本报嘉积2月1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林精）“塔洋镇澳洲小龙虾
开捕仪式正式启动！”2月1日，随着
一声令下，琼海市塔洋澳洲小龙虾
首次开捕正式开始。一只只肥大鲜
美的澳洲小龙虾随着捕虾网被打捞
上岸。

塔洋镇澳洲小龙虾养殖基地是
塔洋镇委镇政府为促进农民增收而

实施推广的“澳洲小龙虾试点养殖”
项目。养殖基地总体规模150亩，
2019 年 8 月 5 日首期试点规模 20
亩，共投虾苗16万尾，亩产600斤。

“今天是第一次捕捞，计划捕捞
2000 斤 ，将 销 往 天 津 等 省 外 城
市。”琼海言均达水产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哲佐介绍，当前，北方正值
冬季，气温过低使得养殖小龙虾成

本偏高。而海南得天独厚的气候
优势，是养殖小龙虾的天然场所，
在岛外有着广阔的市场。此时往
国内市场输送的澳洲小龙虾，价格
也比较高。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塔洋镇
澳洲小龙虾养殖基地采取“公司+
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的运营模
式，是当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尝试、新发展，
以促进农民增收，引领塔洋养殖业
转型升级，推动乡村振兴。

塔洋镇农业服务中心有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该镇将在全镇
范围内推广养殖200多亩，镇政府
将给予资金支持，建设配套设施，
发动群众共同参与，提高农民的
收入。

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
聚焦三亚博后村
抓党建引领各项事业发展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王梦洋）2月1日播出的第3期海南省乡村振兴电
视夜校邀请到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党支部书记苏
少洪，讲述他是如何通过建强党支部，把博后村变
成“网红民宿村”并风靡网络的。

苏少洪介绍，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
位于博后村的玫瑰谷视察时，作出了“小康不小
康，关键看老乡”的著名论述。此后，博后村党支
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谨记习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团结带领全体村民，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乡
村振兴工作的要求，构建了党建网格体系，以党建
引领产业兴旺、引领生态宜居、引领乡风文明、引
领生活富裕。

观众还可以从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官网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新春走基层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通讯员 邢福特

“他们说的果然不错，家乡变化真
大！”西黎村是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山里
一个黎族村庄，26岁的邢秋碧在这里
长大，读书走出大山在城里工作。春
节快到了，小时候的玩伴热情邀请她
回村看看。2月1日，她带着男朋友回
到村庄，一路参观一路感叹，在村里的
百香果园、时尚咖啡屋、民族文化馆、
现代农业设施大棚、新时代文明实践

广场等处兴奋得不停拍照留影。
“在我的记忆里，西黎村给我的印

象是贫穷落后。小时候，我们山里孩
子的理想就是努力读书走出大山，过
上城里人的生活。”邢秋碧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这次回来，看到村庄变得像个
花园，她有点羡慕小时候玩伴们的幸
福生活了。

西黎村距离乐东县城7公里，全
村456户1830人，全是黎族同胞。近
几年来，党和政府开展脱贫攻坚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让这个昔日贫穷落后
的黎族山村富了美了。2019年，村里
114户贫困户全部脱贫奔小康。

村民邢海平夫妇腿脚都不便，都
是残疾人。但去年，他家获得全省脱
贫攻坚奋进奖。

“去年是我家收入最好的一年，我
养鸡赚了5万多元，我在村里做保洁
员收入1万多元，村里产业分红有1
万多元，3个孩子读书政府补贴8000
多元……”邢海平说，去年，他家还添
置了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用电
器，最让他开心的是，去年他一次性还
清8万元的贷款和欠债，终于过上好
日子。

邢海平虽然残疾，但他不等不靠，
年轻时在城里学过理发，做过保洁员，

但由于腿脚不便收入微薄。2016年，
他回到村里借钱种植香蕉，依然没有
改变命运。他家成为建档立卡户后，
他参加政府开办的夜校，积极学习养
鸡技术，很快成为村里养殖能手，不仅
自己养鸡致富，还带动其他村民一起
养鸡致富。

西黎村的村民说起邢海平，都夸
他身残志坚吃苦耐劳，他每天起早摸
黑养鸡、种植100多株槟榔，还主动报
名做村里保洁工作。但邢海平说，他
家能过上好日子，主要是党和政府的
政策好，没有政府帮助，他学不会养
鸡。他爱人去年生病住院十多天，大

部分医疗费用都是政府报销的……
采访结束，太阳落山，记者准备离

开时，突然村道全部亮堂起来，原来是
村里的路灯一起亮了。西黎村驻村第
一书记刘奈予说，村里正在进行美丽
乡村建设，去年村里主干道全部安装
路灯了。

记者走到村口，一群穿着节日盛
装的黎家姑娘谈笑着迎面走来。一
位姑娘说，她以前在广州打工多年，
去年回村工作。今天晚上村里的民
宿酒店搞新春聚会，村里年轻人一起
去热闹。

（本报抱由2月1日电）

乐东西黎村村民依托扶贫好政策，勤奋耕耘结出致富果

告别贫穷 遇见幸福

高空俯视下的万洋高速，儋州市蓝洋地段橡胶林层林尽染，编织成一幅绚丽多姿的画作，蔚为壮观。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胶林红叶扮靓万洋高速

临高开展电商年货网购活动

居家嗨购 网上过年
本报临城2月1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刘彬宇）“这是临高特产175克装的小银鱼，
真空罐装，限500份，顺丰包邮48小时内发货，
可以寄往全国各地，原价21元，在抖音下方的
购物车领优惠券后，就是15元，非常优惠，欢迎
大家选购……”2月1日上午，在临高县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园，“居家嗨购 网上过
年”2021年临高电商年货节活动启动，抖音网
红槟榔小吴正在抖音平台上，直播推荐临高特
色年货产品。

为防疫情、保供应、促消费，临高于2月1日
至5日开展网上年货节活动。临高10家本土企
业携带小银鱼、马鲛鱼、海鸭、黑山羊、红薯、释迦
等16种特色产品，参加这次活动，供群众网上采
购。大家可通过抖音海南临高汇临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海南爱心扶贫网临高馆、饿了么APP 临高
名特农产品展销体验中心、淘宝海南特产HL等
平台页面下单采购临高特色年货，足不出户，即可

“居家嗨购 网上过年”。
据了解，在临高网上年货节期间，临高小银

鱼、红虾皮、红薯、释迦等4种产品有优惠。
“这次特别邀请网红达人亮相临高网上年货

节直播间，推介临高本地特色年货产品，线上营造
春节喜庆的消费氛围。”临高县电子商务协会秘书
长胡双说。

琼海塔洋澳洲小龙虾开捕
首批2000斤销往天津等省外城市

儋州超额完成充电桩
年度安装任务
2020年共安装充电桩536个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珂）1月31日，海南日报记者在儋
州市那大镇的儋阳森林公园停车场看
到，变压器室已建成，20多个充电桩
的充电基础设施也完工，即将安装充
电桩设备。2020年，儋州市共安装充
电桩 536 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01.13%。

儋州市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研
究推进充电桩建设工作，要求充电桩
安装主要是靠市场化手段，不能靠政
府投入和摊派，遵循“专（自）用为主、
公用为辅、快充（充换电）站为补充”的
充电基础设施配置原则，推进各类型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儋州主动与建桩
企业协调沟通，用好充电桩建设运营
的补贴政策，引进5家企业参与安装
充电桩。引导企业优先在主要公共场
所和主要交通要道先行安装充电桩，
如在那大镇主城区的大剧院、儋阳公
园、西线高速儋州服务区、西环高铁白
马井站等，优先安装公共充电桩，满足
游客的充电需求。在一些居住人员较
多的小区，也优先安装专用充电桩。

2020年，儋州全年共安装充电桩
536个，其中公共充电桩98个、专用
充电桩39个、自用充电桩399个，实
现全市16个镇全覆盖。

本报三亚2月1日电（记者黄媛
艳）1月31日，三亚520企业服务中心
揭牌成立。该中心将为企业提供“只
跑一次”甚至上门到家的全流程“保姆
式”服务，进一步优化城市营商环境。

当前，三亚招商引资工作已进入
深度推进和落地创收阶段，为提升管
理和服务水平，加快招商项目由洽谈
签约到落地发展的转换效率，三亚市
投资促进局联合全市第三方专业服

务机构设立 520 企业服务中心。
“520”既 与 三 亚 市 投 资 促 进 局
“4009-520-520”全球投资服务热
线有机相连，同时其谐音“我爱你”也
诠释着三亚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该中心聚焦三个主要职能，一是
将招商引资企业落地的主要诉求包
括注册登记、税票申领、购房购车、融
资信贷等纳入服务范围，首期将为企
业提供企业注册、人才认定等36项

重点服务，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高效
服务；二是借助招商引资管理信息平
台，将三亚招商引资管理信息平台纳
入管理服务范围，“大数据”为招商引
资工作提供参考；三是积极承接相关
职能部门产业扶持职能，逐步将市里
产业扶持职能实现相对集中，为企业
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三亚市投资促进局有关负责人
透露，三亚520企业服务中心将逐步

优化企业服务，探索设立的“服务超
市”，将按清单为企业协助办理多项
行政审批服务、提供多项专业化咨询
服务、搭建企业交流中心，对接各项
商务、银行及要素保障资源。在此基
础上，该中心还积极调动社会资源，
鼓励金融、律所、委托招商中介机构
等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派员常驻服
务中心，共同为企业打造便捷、高效、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三亚520企业服务中心揭牌成立

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保姆式”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