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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过年 在身边暖暖暖

1.对春节期间加快建设项目给予
奖励。对省重点项目及自贸港集中开
工项目，春节期间安全规范不间断施
工（连续停工不超过3天），2021年2月
实际完成投资 1000 万元（含）以上的
项目，按照实际完成投资额（仅为项目
建安工程费，不包含土地款、设备购置
及其他费用）的 2%给予奖励，奖励金
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实际完成投
资额以市统计局核定的数据为准。项
目业主单位应将奖励金发放给项目施
工、代建、监理等单位，由获得奖励资
金的项目施工、代建、监理等单位将奖
励金及时发放给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

工作人员和建筑工人，突出对省外务
工人员的奖励力度。

2.向就地过年的省外来琼务工菜
农发放补贴。对春节期间就地过年发
展常年蔬菜生产、采收供给的外省菜
农进行补贴，补贴标准为向每户外来
菜农发放“稳岗红包”即补贴500元。

3.春节期间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停收一般诊疗费。2月11日至2月26
日，海口市所有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将停止收取一般诊疗费。

4. 奖励规模以上的餐饮商贸企
业。对海口市春节期间（2 月 11 日至
18 日）正常经营的 280 家规模以上餐

饮及商贸企业给予奖励。日常经营面
积600平方米以下的（约230家），一次
性给予每家企业3万元奖励。日常经
营面积600 平方米以上的（约50 家），
一次性给予每家企业6万元奖励。

5.向外省籍一线工作人员发放慰
问补贴。海口市总工会筹资 300 万
元，对春节期间在海口坚守一线岗位
的外省籍、海口市工会会员进行慰问，
慰问补贴标准为每人600元。

6. 开展丰富多彩的旅游文体活
动服务就地过年人员。推出四大主
题 10 余场旅文活动和五大主题 10 条
精品旅游线路。支持景区开展“夜

游”活动，进一步丰富就地过年人员
夜间“趣玩”生活。春节期间，海口市
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非遗”馆、
全民健身中心免费开放；2 月 12 日至
19 日，世纪公园足球场免费开放 6 个
5 人制足球场和 4 个篮球场，大容足
球公园免费开放11个5人制和7人制
足球场。

7.特设“12345就地过年服务专
席”。在外省务工或就读无法回家过
年的海口市民，家中有独居老人等需
要照顾的，由“12345就地过年服务专
席”进行登记，由社区居委会提供关爱
帮助。

温暖舒适 阳光明媚

今年春节假期期间
我省天气晴好利出行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
员袁迎蕾 李凡 张春花）海南日报记者从 2
月 9日召开的 2021 年春节海南天气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2月 11日至17日（除夕到正月
初六），海南各地天气较好，大部分时段温暖
舒适，白天阳光明媚，适宜开展节庆及其他户
外活动。另外，2月 16日至17日，琼州海峡
和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早晚
时段有雾，有雾时能见度较差，对海峡通航和
道路交通有不利影响。

陆地方面：2月 11日至 15日（除夕至正
月初四），全岛天气晴好；最低气温，中部地
区10℃～13℃，其余地区14℃～18℃；最高
气温，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22℃～25℃，
西部和南部地区 25℃～28℃。2月 16日至
17 日（正月初五至正月初六），海南全岛晴
到多云，北部、中部和东部的局部地区早晚
时段有雾。最低气温，中部地区 13℃～
15℃，其余地区 16℃～20℃；最高气温，北
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24℃～27℃，西部和南
部地区28℃～31℃。

海洋方面：预计2月11日至17日，北部湾
海面和海南岛四周海面，风力4～5级、阵风6
级；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6
级、阵风7级。2月16日至17日，琼州海峡早
晚时段有雾。

海南大学举办贺新春活动

“洋学生”包饺子
感受年味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林琛 刘亮）一填一裹一封
口……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指导下，海
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学生、来自密克
罗尼西亚的尤兰达很快就学会了包
饺子。2月9日下午，海南大学六食
堂一楼十分热闹，该校2021年寒假
留校学生共贺新春活动在这里举行。

响应国家“就地过年”号召，今
年海南大学共有约1000名学子选
择寒假留校。学校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前提下，为留校学生准备了
年夜饭和猜灯谜等丰富的节庆活
动，并组织人员对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进行走访慰问，送上春联、慰问品
及防疫物资。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该校留
校学生中有不少国际学生。一直以
来，海南大学坚持开放办学，设有国
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教育部来
华留学示范基地等平台，建立了学
历层次完整的“学士-硕士-博士”
国际学生人才培养体系。“十三五”
期间，该校共招收各类境外学生
2400余名。110余名寒假留校的
国际学生将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体
验中国传统节庆文化。

■ 本报记者 刘操

2月8日17时，海南省托老院的
餐厅里热热闹闹、欢声笑语不断。
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老人们早早
来到这里，一边等晚餐，一边拉家
常。不一会儿，炖猪脚、豉油鸡、炖
茄子等热气腾腾的美味菜肴，由工
作人员端上桌，老人们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春节是一个万家团圆的节日，今
年省托老院有 351 名老人留院过
年。为了照顾好老人们，省托老院绝
大多数护士、养老护理员选择放弃假
期，留在院里陪老人们过年。“这么多
老人留下来过年还是第一次，我们必
须精心准备，给老人们提供最优质的
服务。”为了让院里的老人们开开心
心过大年，省托老院院长高淑红和同
事们这两天忙得团团转。

坚守岗位
护理干事临时放弃休假计划

“明天要下雨降温了，要注意保
暖，有什么需要及时跟我们说！”2月
8日晚，在省托老院全护理一区，戴着
口罩的护理干事周诗铭挨个房间询
问老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往年的这个时候，周诗铭已回广
东茂名老家，和亲人团聚了。去年12
月，她制定了今年春节回老家的计
划，并向院里进行报备。今年1月，根
据省里的统一安排，省托老院升级疫
情防控措施，因工作需要，周诗铭取
消了自己的春节回家计划。“我跟父
母打电话说，院里的老人需要我们，
今年春节不能回家了。”周诗铭说。

周诗铭已在省托老院工作7年，
平日里负责检查老人们的生活起
居，检查护理员在岗状况等。每天，

周诗铭和同事们都会为老人们测量
体温，叮嘱老人们注意保暖、做好自
我防护。

“我这里的老人年龄大，基础疾
病多，必须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将风
险降到最低。”周诗铭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今年春节期间，省托老院将实
施封闭管理。

像周诗铭一样，省托老院许多工
作人员选择放弃春节休假坚守岗
位。“留守的所有工作人员将全力以
赴为老人们提供优质服务。”高淑红
表示。

老家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的全护
理二区护士长钟英礼也放弃了春节
休假，选择留下。她的工作是照顾全
失能老人的饮食起居，白天按时送
餐，给老人们提供医疗服务，帮老人
穿衣叠被，搀扶老人上厕所。值夜班
时，要熬通宵。

“今年过年，丈夫保家卫国，我守
‘夕阳’。”钟英礼介绍，今年春节她选
择留在托老院照顾老人，从军的丈夫
将在部队营区过年。

年味渐浓
老人说：“在海南过年挺好的”

春节脚步临近，一个个红灯笼、
“福”字把省托老院装饰得年味十
足。“有过年的气氛了。”“昨天护理员
和护士还给我们表演节目”……看到
记者来采访，老人们纷纷围过来，诉
说着心中的喜悦。

87岁的吉林延边籍老人李瑞春
已在省托老院生活了6年了，往年春
节，她会去儿子儿媳家过年，今年她
选择留在省托老院过年。“疫情防控，
我们老人也要支持！”李瑞春说，这几
天托老院年味浓了，她已经约了护理

员一起看春晚。
“春节期间，我们会给老人们增

加特色菜肴，每天换不同口味。”周诗
铭介绍，今年春节期间，省托老院的
工作人员将给老人们表演舞蹈、歌曲
等节目，营造欢乐温馨的节日氛围。

除了饮食、文体活动，省托老院
还要求护理人员每天和老人们聊天，
了解他们的想法和精神需求。帮助
老人们和家人视频连线，稳定好老人
们的情绪。

“快过年了，托老院每天都有活
动，像开联欢会一样热闹。”69岁的陈
昭珍老人来自湖北武汉，她也选择留
在省托老院过年。她告诉记者，在护
理人员的帮助下，自己和远在外地的
家人经常通过微信视频聊天。“我们
在这里住得很开心，在海南过年挺好
的。”陈昭珍说。

（本报海口2月9日讯）

省托老院大部分员工放弃春节休假陪351名老人过年

舍小家守“夕阳”

本报海口2月 9日讯 （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龙华区政府获悉，为落实疫情防
控要求，营造“就地过年”的良好氛围，
该区策划推出多条适合不同消费群体
的旅游线路及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
及外地来琼务工人员度过一个喜庆祥
和的春节。

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将

在 2 月 12 日至 3 月 31 日推出 3D
Mapping秀、胡水沙画、泰山皮影等
表演活动，其中3D Mapping秀表
演时间为20分钟，通过应用新技术
打破物理空间，让物体表面转化为动
画，从而带来震撼的视觉效果；胡水
沙画和泰山皮影每天19时 30分至
21时轮流在南洋景区戏楼推出。胡
水沙画结合中国传统水墨绘画和西

方现代绘画表现形式，用大胆的艺术
表现手法，赋予静止的沙子以生命
力，呈现出一幅幅富有想象力的原创
沙画作品。泰山皮影作为世界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将通过另一种形式向
游客展示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

此外，2月5日至28日每天18时
30分至22时30分，海口狂欢水世界
举办迎春灯园活动；2月13日至15

日每天10时至11时30分，海南八音
器乐演出、海南公仔戏演出将在海口
骑楼老街轮番上演。

此外，今年春节期间，海口龙华
区文化馆将举办“牛趣”手工DIY教
学视频展播、“闪亮夜龙华”外滩路
演、“牛年大吉”欢乐大游园等多项线
上线下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及外地来
琼务工人员的假期生活。

海口龙华区春节期间将推出系列特色活动

文旅“大餐”邀您品味

2021海南春晚
今晚在海南卫视首播

本报海口 2 月 9 日讯 （记 者 罗 安 明）
2021年海南省春节联欢晚会将于2月 10日
20 时登陆海南卫视。2021 海南春晚以“开
放”和“本土”两大关键词为主题，将通过在舞
美场景化、节目融合度等方面的探索创新，为
观众献上一台精彩纷呈的新春文化盛宴。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2月9日从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获悉的。

2021海南春晚的舞台融入环岛旅游公路、
浪花等多种海南元素。晚会主办方邀请实力团
队加盟，将推出多个富有创意的多元跨界节
目。音乐剧形式的歌舞《迎春花开》、包含琼剧
元素的戏曲芭蕾、国潮乐团的摇滚作品等，将用
世界通用的艺术语言展现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格
局。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瑞士、阿联酋等10
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将通过2021海南春晚，向
海南人民送上新春祝福及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美好祝愿。

回顾2020年，有太多令人难忘的时刻。
2021海南春晚将通过多个环节致敬抗疫医护
人员、自贸港建设者、脱贫攻坚先进人物等平凡
英雄，传递正能量。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海南春晚将推出诗歌朗诵节目《百年荣
光》，致敬初心吟诵琼岛巨变。

今年的海南春晚汇聚了许多实力派表演嘉
宾。巩汉林与儿子儿媳同台表演，欢乐又温
馨。郭冬临带来全新小品，幽默表白大美海
南。作为重头戏的歌舞节目，既有实力歌手祖
海、钟镇涛、姜育恒、黄品源、金海心及水木年华
组合等献唱代表作，也有周觅、海陆、颜人中、曾
惜等受年轻人关注的嘉宾助阵演出。

据了解，2021海南春晚将于2月10日20
时在海南卫视首播，2月12日20时重播。春节
期间，该晚会还将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各频道
滚动播出。

我省水务部门加强供水抢修队伍值班管理

确保春节群众安全稳定用水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孙慧 特约记

者邹小和 实习生杨韫颖）2月9日，海南日报记
者从省水务厅获悉，为确保春节期间全省百姓
安全稳定用水，在水务部门的指导下，我省各地
供水企业在城镇和乡村地区都安排了水网检
修、供水抢修队伍。

省水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省各
市县均有供水企业成立稽查队伍和检修服
务队伍，如出现供水管道泄漏或破损等问
题，供水企业将第一时间派出队伍处理。春
节期间，市县水务部门、第三方管护公司、供
水工程运营单位都将安排人员值班，及时高
效处理用水相关问题。在农村地区，全省共
安排农村供水抢修队伍 104 支，抢修人员
483 人，抢修车辆 114 辆，抢修人员 24 小时
在岗值守，做到“人员、车辆、物资、设备、通
讯”五到位，做到一般性漏水，接报后1小时
内到场处置；发生爆管，接报后40分钟内到
场处置。

此外，近期我省水务部门还加强原水至输
配水厂至用水户全过程的供用水安全管理，开
展包括水源地安全巡查、水质检测、管网输水
消毒等工作，从“源头”到“龙头”确保群众用
水安全。

全省各市县水务部门增加节日值守人员，
将24小时受理各类用水诉求，做到“有报必接，
接即行动”。城市居民如有用水问题，可拨打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或省水务厅值班室电话：
0898-65786137。农村居民反映用水方面的
问题，可拨打以下两个服务电话：18689729072
（谢先生），18689643688（吴先生）。

儋州给各镇居民送出
近万副春联

翰墨飘香迎春至
本报那大2月9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罗鑫）2月
2日启动的儋州市2021年“春联下
乡，助力暖冬”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2月9日结束。8天时间
里，儋州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儋州市
委组织820名志愿者及20名书法爱
好者，共为该市16个镇的居民赠送
春联9840副、“福”字5460个。

2月9日，在儋州木棠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门前，书法爱好者在兵
乓球桌上书写春联，桌边围满了等
着领春联的村民。“心想事成好年好
景好前程，出入平安顺风顺水顺人
意”“春回大地山清水秀风光好，日
暖神州国泰民安喜事多”，一副副春
联表达着人们对牛年的期盼。“这些
春联寓意特别好，拿回家贴在门框
上，喜气！”家住木棠镇镇墟的当地
居民何汉雄说。

近日，海口五公祠在进行一番装修改造后，启动夜景夜游项目。图为夜间
五公祠内的拱桥在灯光烘托下别有一番意境。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2月9日，海南大学在该校六食堂举办2021年寒假留校学生共贺新春活动。图为几名寒假留校学生在学包饺子。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2月9日，春节临近，海口市明珠路大润发超市内各类商品琳琅满目，许多
市民在置办年货。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 2月 9日讯 （记
者计思佳）海南日报记者2月9
日从海口市政府获悉，为合理
有序引导群众就地过年，让省
外务工人员在海口度过一个幸
福祥和的春节，海口结合实际
开展“春暖行动”，推出 7 项暖
心举措让广大省外务工人员

“留海口过好年”，让广大就地
过年的海口人“放心过好年”。

海口推出7项暖心举措服务就地过年人员

项目不间断施工最高奖励1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