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个人购买新能源乘用车、作业类专用车（含环卫
车）、民航机场场内车辆等不做运营里程要求车辆，本次为
最后一批次受理补贴申报，逾期未申报或虽申报但仍未通
过审核车辆，今后不再给予补贴。

对于有运营里程要求的车辆（新能源公交车除外），
2022年（即明年）将是最后一批次受理补贴申报，对截至
2022年申报期仍未达到20000公里里程要求的车辆，将
不再给予补贴。

申请海南省新能源汽车地方购车补贴资金的新能源
汽车仅限初次登记车辆，已过户车辆不在申报范围。

所有申报地方购车补贴的消费者必须提供本人（本企业）
银行账户信息，不得要求将补贴款转入经销商或他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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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省车辆管理部门初次上牌登记
的车辆，不含过户登记车辆。

车型纳入国家工信部《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且符合相应年度产
品技术指标要求。

非个人用户购买的新能源汽车运营
里程需达到2万公里。个人购买新能源乘
用车、作业类专用车（含环卫车）、民航机场
场内车辆三类，不做运营里程要求。

使用非财政性资金购买。行政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的新
能源汽车不得申报清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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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我省少雨
最高温升至38℃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习霁
鸿 通讯员刘爽 李凡 郝丽清）省气象台
6月14日预报，本周海南岛天气晴好少
雨，气温逐日升高，后期五指山以北地区
将出现大范围35℃以上的高温天气。

陆地方面：预计6月 14日至 20
日，受西南气流影响，全岛以多云天气
为主，东北部和南部的局部地区有阵
雨或雷阵雨。各地气温逐日升高，14
日至 17 日全岛最高气温 32℃至
35℃，最低气温中部山区 23℃至
25℃，其余地区25℃至27℃；18日至
20日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升至
35℃至38℃，五指山以南地区32℃
至35℃，最低气温略有升高。

海洋方面：预计北部湾海面和海
南岛四周海面，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
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至7级，其中
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部分
时段有雷阵雨，雷雨时阵风8至9级。

省气象部门本周农事建议：西北部
成熟早稻可趁晴热少雨天气及时收割
晾晒和入库，东部地区晚稻可采取深水
扶秧防范苗期高温。采摘完毕的荔枝、
芒果等果园需及时修剪管理，补充养
分，促进夏梢抽发。橡胶割胶合理安排
割胶时间，避免高温导致胶水早凝。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近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
悉，2017 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6月
25 日期间在我省购买上牌的新能
源汽车地方补贴资金补申报工作
现已正式开始，请广大还未申请地
方补贴的车主抓住最后这次申报
机会，逾期不报的，今后不再给予
补贴。

本次补贴资金申报范围为2017
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5日在我
省上牌尚未申报清算的新能源汽车
（公交车除外），及2017年 1月 1日

至2019年12月31日在我省上牌尚
未申报清算的新能源公交车。符合
条件的新能源汽车消费者务必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携带本人（单
位）身份信息证明及相关申报材料
到车辆登记地所在市县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申请。查阅具体申报程
序及需准备的申报材料：登录海南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官网→产业服务
→新能源汽车发展与监察处→《关
于做好2016年至 2019年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地方财政补贴清算工作
的通知》。

省人民医院获肝脏移植、
肾脏移植执业资格

本报讯（记者马珂）近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发
文，认定20所医疗机构最新获批人体器官移植执
业资格，其中海南省人民医院获得肝脏移植、肾脏
移植执业资格，并可开展相关手术。

器官移植代表一家医院医疗技术水平的综
合实力，对其他学科具有重要带动作用。海南
省人民医院将以此次获得肝脏、肾脏移植执业
资格为契机，以满足重大疾病和疑难复杂疾病
临床需求为导向，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医疗资
源，围绕器官系统疾病，建立优质高效便捷的诊
治中心；围绕专科建学科，围绕器官系统疾病做
专科，对学科进行整合，制定发展策略，重点在
神经病学、心脏疾病、肿瘤综合诊治、泌尿系统
疾病、消化道疾病、感染性疾病、免疫性疾病、
老年医学、器官移植等专科领域，形成显著的优
势和特色。

2017年至2019年新能源汽车地方购车补贴资金申报工作启动

新能源车主，你有一份补贴待领取

本报讯（记者郭萃）近日，海口
市中小学生安全应急综合演练基地
项目开工。

据了解，海口市中小学生安全
应急综合演练基地项目位于海口市
（美兰区）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内，
总投资2970万元，拟采购应急演练
设备在综合教学楼内改造出安全应

急演练场馆，并新建50×25米固定
式露天游泳池、附属用房及设备房
等。项目计划工期6个月，建成后
可为海口全市中小学生提供安全应
急演练场所，旨在通过开展应急教
育训练，提高广大中小学生的安全
意识，让其熟练掌握应急避险和自
救互救技能。

本报金江6月14日电（记者昂颖）
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第五届“央音”
全国青少年艺术展演——海南省级展
演活动6月13日在澄迈落幕。本次省
级展演荣获银奖及以上奖项的选手可
参加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全国总展演。

海南展演活动以海选、市县级展
演的递进方式进行，历时两个多月，遴

选出近千名优秀选手参赛。展演按年
龄段进行分组，种类包括钢琴、爵士
鼓、古筝、二胡、竹笛、琵琶、独唱、小组
唱、合唱等，涵盖了幼儿园、中小学、高
校各学段青少年。

活动旨在为热爱音乐的孩子们提
供一个展示艺术才华的平台，展示全
国青少年精湛的才艺和自信的风采。

万宁日月湾4人溺水
3人获救1人身亡

本报万城6月14日电 （记者袁宇）6月 14
日，万宁市政府相关部门针对6月13日傍晚日月
湾游客溺水事故发布情况通报，经多方联动救援，
溺水的4人中有3人成功获救，1人被找到时已无
生命体征。

据通报内容，2021年6月13日17时35分，
万宁市公安局新梅海岸派出所民警在日月湾海
边出警时接到游客求助称海里有人溺水，民警
立即组织现场冲浪者对落水人员进行施救，同
时联系附近公司派出摩托艇进行搜救，并协调
兴隆消防救援站、120急救中心赶到现场。经
多方联动救援，4名溺水者中有3人成功获救。
另1人于14日凌晨3时53分被找到，已无生命
迹象。

经初步了解，落水的游客刘某奥、傅某彬和胡
某坤等人结伴从武汉到海南游玩，于6月13日到
万宁市日月湾游玩。期间，刘某奥、傅某彬被发现
有溺水现象，胡某坤和同在日月湾游玩的万宁本
地人游客黄某才听见呼救后下海施救，因浪况复
杂，胡某坤、黄某才随后也发生溺水。经万宁市应
急、公安、消防、礼纪镇、蓝天救援队、冲浪俱乐部
等联合开展搜救，刘某奥、傅某彬和黄某才成功获
救，胡某坤的遗体于14日凌晨3时53分在海滩上
被找到。

警方提示，市民游客外出游玩请注意安全，勿
到危险水域戏水，发现有人溺水，请不要盲目施
救，应立即寻求专业力量开展救援。

海口中小学生安全应急
综合演练基地项目开工

“央音”全国青少年艺术展演
海南省级展演落幕

6月9日，俯瞰五指山
市南圣河中的小岛公园。
公园附近河道里灌木丛生、
怪石嶙峋，2座索桥分别通
向河两岸。公园配套景观
照明、绿化、儿童沙池等附
属游乐设施，进一步提升了
山城居住环境品质。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小岛公园
美化山城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梁君穷 美编：张昕

6月11日晚，开幕式现场热闹非
凡。展会现场搭建了专场推介区，设
计布置充分展现龙舟、粽子等端午元
素，营造出浓郁的端午节气氛。现场
还设置了卡通粽子形象等特装艺术造
型，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打卡拍照。

主办方介绍，海南端午名粽展，是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围绕端午文化以及
海南粽业打造的一个品牌活动，此前
已成功举办5届，成为展示海南美食
文化、海南粽业营销推广、市民选购端
午粽子的重要平台之一。

今年的端午名粽展以“潮集琼
州 与粽不同”为主题，旨在结合传
统端午佳节，为海南广大市民游客
打造一场“与粽不同”的端午文化活
动。活动中设置海南名粽展销会、

“粽”耀好声音演艺活动、名粽DIY
体验等多项活动，在传播海南传统美
食文化的同时，打造新的消费热点，
促进消费升级，带动端午旅游消费
市场发展，推动海南消费产业全面
开花新格局的形成。

展会期间，丰富的活动元素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往。海口市民李芳在展
会上逐一品尝后，一口气买下了6箱
定安粽子，满载而归。“过去总是听说
定安粽子口感好，果然名不虚传！”

游客齐女士告诉记者，作为消费
者，自己选购粽子时最关心的是两个

“道”——购买渠道和味道。“展会平台
集合了全省各地的粽企前来展销，一
方面渠道正规，品质有保障，另一方面
消费者可以挨个品尝后，按照自己的
喜好自助订购，可以说是既吃得开心，
又买得放心。”

2021年海南端午名粽展落幕

粽企订单不断 粽情浓香椰城
6月13日下午，为期3

天的 2021 年海南端午名
粽展在海口新城吾悦广场
落下帷幕。来自儋州、琼
海、万宁、定安等地的数十
家粽子企业在这里集中展
销，其中不乏儋州福海、儋
耳舅母、创味美、冷泉青
梅、大路陈记、万宁和乐粽
等省内知名粽子品牌。借
助展会平台良好的影响力
和传播力，各地特色粽子
受到市民游客热捧，各家
展商订单不断。

本次活动由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主办，海南日报
有限责任公司、儋州市现
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
琼海市商务局、万宁市商
务局、定安县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共同承办。

安排下单、送货上门……端午名粽展举办的
这几天临近端午佳节，儋州福海黑姐粽的负责人
薛世壮忙个不停。“借助展会平台的传播推广，不
少消费者认识了我们这个品牌，纷纷找我订购。
你看，这几天我的电话基本都没停过。”

薛世壮介绍，福海黑姐粽采用传统手艺制作，
精选儋州农家花猪、本地优质糯米、儋州跑海咸鸭
蛋等特制而成，口感绵香糯软，油而不腻。虽然品
牌成立时间不长，但也因为良好的品质在市场上
赢得了不少好口碑。

谈及参加此次名粽展时薛世壮笑着说，“过
去我们大多参加的是儋州本地的粽子展会，这也
是福海黑姐粽第一次参加名粽展。随着企业不
断做大，我们也渴望通过更大的展会平台让更多
人了解我们的粽子文化，在市场上树立更好的品
牌形象。”

同样对名粽展平台抱有期待的，还有定安优
禄禄粽子品牌负责人蔡腾樊。“海口是省会城市，
市民游客更多，传播影响力也更大。此次参加名
粽展，一方面可以方便消费者直接采买，另一方面
我们也希望借助展会的传播力提升品牌知名度。”

儋耳舅母粽已经连续参加了6届名粽展，其
负责人赖秀艳此次带来的100箱粽子，展会开幕
当晚不到两小时就卖出了60箱。“除了传统的咸
鸭蛋猪肉粽，我们还带来了海鲜鲍鱼粽、腊肠粽、
腊肉粽等特色粽子，消费者反响非常不错。展会
在帮助我们提升销量的同时，也为我们树立了良
好的口碑。”

值得一提的是，赖秀艳发现，借助名粽展
这个平台，打开的不仅仅是粽子销路这扇窗。

“很多外地游客品尝到我们鲜美的粽子，了解
了儋州粽的制作流程后，还对物产丰富的儋州
产生兴趣，想要前去游玩。真没想到，我们的
粽子还对促进儋州旅游发展起到了作用！”赖
秀艳笑着说。

“虽然只有短短3天，但展会为我们粽企提供
了很多契机。借助展会良好的传播力，更多的市
民游客认识了万宁和乐粽。”万宁温氏和乐粽有关
负责人表示，有了名粽展的助力，今年端午节该品
牌粽子的销售量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他看
来，这也是名粽展良好品牌效应的体现。

2021年海南名粽展虽已落下帷幕，不少消费
者和商家纷纷表示，希望名粽展能持续办下去。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名粽展不仅是一次海南粽企
的集中品牌宣传和产品展示，有力地助推了我省
各市县特色粽子品牌建设，提升了琼岛美食文化
的内涵，也刺激了消费者购买粽子的消费需求，激
发广大粽子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品牌意识。

（文/圆圆）

丰富内容 活动精彩纷呈A

搭建平台
助力企业品牌推广B

6月11日，市民游客积极参加海南端午名粽展。 邱肖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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