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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高温 保生产

本报三亚5月20日电（记者李艳
玫 通讯员张慧膑）连日来，我省出现晴
热高温天气，给农作物生长带来不利的
影响。三亚市各农业部门近日及时组
织农技专家，加强技术指导，帮助种植
户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降低高温对农业
生产带来的影响。

眼下，正值三亚芒果采收季，但三
亚市吉阳区大茅村村民却面临着苦恼：
芒果出现病虫害，施了农药也没有效
果，影响销售。情急之下，村民向三亚
市热作中心求助。该中心立即派出技

术人员到村民的果园了解情况。
在大茅村的果园，技术人员发现芒

果正抽第二蓬新梢，由于天气炎热、干旱
缺水引起病虫害。随后，技术人员有针
对性地指导村开展病虫害防治。

在高温、高湿气候条件下，植株易
发生病原菌侵害。在病虫害管理上，提
前预防是重点。近日，三亚市农技中心
到崖州区抱古村开展植保无人机统防
统治示范，针对水稻病虫害，大力推进
专业化统防统治，减少农药用量，共开
展水稻病虫害防治947亩。

“高温天气，土地养分蒸发比较快，
土壤容易变干，所以要增加浇水的次
数。”针对高温天气下农作物易发生病
虫害情况，三亚市热作中心副主任、研
究员周文忠建议。

不仅如此，三亚农业部门还组织相
关单位到天涯区、育才生态区开展农业
机械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提高农民农业
机械安全生产意识。此外，三亚农业部
门结合实际，探索健全病虫害监测体系
建设、打造农药化肥减量示范区，进行
统防统治。

“抗旱方法有许多，如以肥增水抗
旱、生草抗旱、用草覆盖树盘抗旱、在新
种的热作水果园进行间种抗旱、防治病
虫害抗旱等方式。”周文忠说，要注意的
是，给农作物灌溉补充水分时，应避免
作物过干过湿，在早晨或傍晚进行浇
水；给农作物施肥时，做到基肥充足，追
肥少量多次；在植株花果期，增加磷钾
肥用量，减少氮肥用量。

此外，周文忠建议农户引进和种植
适应性广、抗性强、品质优良的耐热耐
湿的瓜菜品种，确保增产增收。

三亚多措并举开展农作物高温热害防控

田头“把脉”助农作物“退烧”

本报海口5月20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莫娟 李卓 张明）从5月12
日开始，我省连续多日发布高温四级预
警，全省用电需求居高不下。截至20
日，海南电网公司8天内统调负荷6次
创新高、统调日电量5次创新高，尤其
是19日统调负荷达到603.3万千瓦，历

史上首次突破600万千瓦，比去年最高
负荷增长8.08%。目前，海南电力供需
平衡，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面对高温“烤验”，海南电网公司多
措并举，全力保障高温天气期间电力有
序供应和居民正常供电。海南电网积
极调整省内机组的检修和开机方式安

排，保障电力充足供应；密切跟踪天气
预报信息，做好负荷预测工作，合理安
排运行方式。加强统调发电厂送出线
路、枢纽变电站和重载变电站线路巡视
工作，通过开展设备夜巡、特巡、红外测
温等工作，重点做好设备隐患排查和消
缺工作；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和重要用电

时段安排停电计划检修，加大不停电作
业力度，目前该公司已开展不停电作业
近3800次，同比去年增长超过九成；优
化水电调度，全省各大水电厂均顶峰发
电。据统计，海南省各大水电厂截至目
前已发电5774万千瓦时，较上月增发
电量65.8%。

海南电网统调负荷首破600万千瓦
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本报海口5月20日讯（记者计思
佳）5月20日，海口市公办幼儿园入
园申请服务平台正式上线，符合报名
条件的适龄幼儿监护人都可以进行线
上申请。今年是海口市首次将大数据
核验纳入学前教育招生。该平台的操
作体验如何？除了填写基本信息，是
否还需要提交其他材料？对此，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了已完成申请的家长。

家住海口市秀英区的市民张女士，
想让孩子上家附近的公办幼儿园。20
日上午8时许，张女士就通过海南“码上
办事”APP进入页面进行线上申请。“申
请主要分为进入页面、填写幼儿及监护
人基本信息、选择幼儿园、核对入园信
息、完成登记五大步骤。提前熟悉身份
证号码、家庭地址、户籍这些信息，按照
系统的提示一步步操作，10分钟内就可
以完成。”张女士说。

在海口今年公布的160所公办幼

儿园申请中，有22所是小区配套幼儿
园。市民李女士住在海口市滨江海岸
三期，小区内配套有海口市美兰区滨
江海岸幼儿园。“在申请所在小区的配
套幼儿园时，除了填写基本信息，还需
要上传出生证、房产证等信息。大家
可以提前把这些材料拍照存在手机
里，提高申请效率。”李女士建议。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码上办
事”APP工作人员处获悉，完成线上
申请的家长可
以通过在“我的
申请”中查看申
请信息、审核状
态。在报名期
间（5月20日上
午 8时至 26日
17时），家长可
以修改填报信
息。

海口启动公办幼儿园线上申请
10分钟内可基本完成，申请期间可修改信息

本报海口 5月 20 日讯（记者马
珂）5月20日是第32个中国学生营养
日。为引导广大中小学生树立健康
营养饮食观，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
惯，提高学生营养健康水平，促进中
小学生健康成长，海口市全民营养周
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
活动在海口市琼山中学举办。

海口市教育局要求，海口各学校
要充分认识加强学生营养改善工作的
重要意义，紧紧围绕改善学生营养与
健康这一主题，扎实有效地做好中国
学生营养日宣传教育工作。同时，通

过家长会、家长学校等形式，向家长传
授学生营养科普知识，引导家长科学、
合理安排家庭饮食，发挥家庭在学生
营养改善中的作用，形成学校、社会、
家庭共同关心学生营养改善工作的良
好氛围。要重点开展好“五个一”活
动，不断提高学生的营养健康知识水
平。即：安排一节营养知识专题讲座；
出一期班级和学校营养与健康知识的
专题板报、墙报；举办一次营养知识主
题班会；每个学生写一篇“营养与健
康”为主题的作文；学校广播站每周至
少进行一次营养知识宣传。

海口市举办“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

引导中小学生树立健康营养饮食观

本报海口5月20日讯（记者邓海
宁）海南日报记者于5月20日从海口
市公安局养犬办证中心获悉，该中心
将于5月24日起上线犬证业务“预约
办理”功能。养犬人如需申办犬证业
务，须先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椰城犬
管”的“预约办理”功能进行业务预约，
预约成功后，方可办理犬证业务。

据了解，《海口市养犬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于今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条例》规定，对于养犬人，需配发智
能犬牌，并对犬只植入电子识别标识。
智能犬牌、电子识别标识的费用由养犬
人承担。现海口市公安局养犬办证中心
根据上述规定对系统改造建设，暂缓发
放卡片式犬牌犬证和芯片。暂缓发放期
间，市民可正常在“椰城犬管”微信公众
号上提交养犬办证、年审申请。如遛犬
外出遇到执法人员盘查询问，可通过“椰
城犬管”公众号出示电子版犬证。

海口养犬登记业务须预约办理
5月24日起施行

我省近期持续高温。5月19日，在位于海口琼山区的海垦红明农场，一位果农劳作后用清水洗脸降温。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 5 月 20 日讯（记者邓
钰 通讯员林宝华）疏通灌溉水渠，增
添灌溉设备，选种新作物……5月 20
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海南农
垦红明农场公司下属企业东昌农场公
司组织职工群众以多重举措做好抗旱
工作。

受到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当地
胡椒、荔枝、菠萝蜜等经济作物均不同

程度受灾，给职工群众带来一定经济损
失。目前，东昌农场公司辖区内已有5
万余亩自营经济用地受旱。

为此，东昌农场公司组织各职能部
门，并发动广大党员扎根田间地头，做
好抗旱服务工作，一方面发动群众疏通
灌溉渠道、打机井、添设备，开展抗旱生
产自救，确保经济作物良好生长；同时
开展专题培训，并通过微信、短信等渠

道大力宣传抗旱知识；此外组织技术能
手指导农户整改田地，改种生长周期
短，见放快的短期经济作物，以最大程
度挽回经济损失，目前已改种面积达到
2600亩。

此外，东昌农场公司积极协调当地
供电单位，保障灌溉用电需求，并积极
协调周边12家农资超市，购置小型发
电机、打井设备、移动灌溉设备、输水软

管等20多种灌溉物资，以满足当地和
周边农户抗旱需求。

据统计，截至5月20日，当地职工
群众自筹抗旱资金180多万元，新打机
井8口，清理重用老水井13口，投入抗
旱抽水机1800多台次，疏通灌溉渠道
2500 多米，投入运水车辆 3000 多辆
次，投入抗旱人数2.3万人次，减少经济
作物损失500多万元。

海垦企业积极做好抗旱工作

疏渠打水井 抗旱保生产

省交警提醒：

谨防车辆
自燃和爆胎

本报讯（记者良子）我省近日发生
多起车辆自燃和爆胎事故。为此，省
交警发布高温天气提示，提醒车主谨
防车辆自燃和爆胎。

5 月 10 日 12 时许，三亚市金润
阳光购物广场前停车场有一辆汽车
着火，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使
用水枪快速将明火扑灭。此次着火
原因初步判断为，手机配件存放车辆
后箱，受高温天气影响发生自燃导致
车辆着火。

温 馨 提 示
当前天气炎热，是汽车自燃事故高

发期，如果在驾驶途中发现车体冒烟并
伴有刺鼻气味散出时，应立即停车熄
火，远离故障车辆，拨打报警电话求
助。高温天气，车内尽量不要存放香
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更不能在
阳光下曝晒。手机、相机、充电宝等带
有电池的设备应及时带离车辆，防止造
成车辆自燃“因小而失大”。

预约线上申办流程
关注“椰城犬管”微信公众号 →“预约办理”→“输入证件号码和手

机号码”→“选择线上、时间、业务类型”→“预约成功”→“犬证业务”→
“犬证申办/年检审核”→“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等待审核”。

预约现场申办流程
关注“椰城犬管”微信公众号→“预约办理”→“输入证件号码和手机

号码”→“选择现场、时间、业务类型”→“预约成功”→“在规定时间内携
带犬只及材料到办证中心现场办理业务”。

预约注意事项
一个微信号或一个证件号只可预约一次。
预约日期为次日起5个工作日以内的时间、预约线下办理的需选

择上午/下午。
每日会限定预约办理业务数量，预约满后请选择其他日期。
在预约日期前如需要重新预约时间的，需到“我的预约”内先取消

预约后重新预约。
逾期未办理业务的需要重新进行预约。
线上业务类型有犬只申办、犬证年审，预约业务类型必须和实际

业务保持一致，否则无法进行正常办理。
预约成功后可收到预约成功的微信通知，选择线上申请

的可在预约时间内提交办证申请，其他时间会提示未预约无法
办理。选择现场办理业务的，凭借公众号内收到的预约通知前
往办证点办理犬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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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查看海口
市公办幼儿园新生
入园申请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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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保亭法院！感谢唐法官！”5
月19日，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人保亭某合作社理事长林
某和被执行人握手言和，并专程对执行
法官唐昌平表示感谢。

该案件中，申请执行人保亭某合作
社、保亭什玲镇政府与被执行人某生物
科技公司于2018年12月签订了《百香
果项目资金托管协议》，该协议约定什玲
镇政府将50万元资金作为扶贫资金注
入被执行人账户，由被执行人按照约定
的经营模式经营百香果基地，并每年按
比例给某合作社的扶贫对象支付收益分
红。5年合同期满后一次性将50万元返
还给某合作社。

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该
百香果项目的产销受到了很大影响，
被执行人的资金分红迟迟未到位。后
双方经过协商解除了该项目资金托管

协议，但50万元扶贫资金被执行人一
直未归还。“案件经我们法院审理判决
后，被执行人某生物科技公司需返还
扶贫资金 50 万元，并支付违约金 15
万余元及其他费用2万余元。”唐昌平
介绍。

据悉，该案件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
一直未履行给付义务，申请人遂向保亭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承办法官唐昌平在
详细地研判案情和走访了解企业经营状
况后，考虑到被执行人是因为疫情影响
了生产经营，如今疫情已经得到很好的
控制，该企业生产经营也在逐步恢复中，
若当时冻结被执行人账户和限制消费反
而影响其生产，不利于被执行企业履行
还款义务。

“后来我们法院和办案人员基于
‘善意执行’理念，采取灵活查封措施，
允许被执行人继续使用设施，保持生

产经营的正常开展。”唐昌平表示，如
此做法，既可以保证被执行人有偿还

能力，也能确保被执行款项早日到
账。该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也多次向

双方当事人释法明理，取得了申请人
的理解和支持，促成了双方自愿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
一段时间后，被执行人的生产经营

恢复，资金压力得到了缓解。被执行人
于2021年3月31日将和解协议约定的
全部案款58万元转账到保亭法院执行
专户，该起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当双方当事人站在一起握手言
和，申请人的诉求得到解决时，他们脸
上洋溢的笑容让保亭法院执行干警感
受到了善意执行理念对指引人民法院
执行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实践效果，更
加坚定了贯彻落实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的信心。

让执行更有温度，让双方诉求都得
到圆满的解决，这也是保亭人民法院结
合此次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学习工作，切
实把学习成效转化成“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工作成果。

（撰文/磊磊）

保亭法院落实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创新执行方式，促案件圆满解决

善意执行有温度 握手言和创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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