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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总户数1426 户

机动车地上停车位114 个

地下室停车位1026 个

非机动车停车位 1411 个
制图/陈海冰

东寨新居二期预计
2023年3月交付使用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王聘钊）搬运钢管、绑扎钢筋……9月4日，在海口
江东新区东寨新居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
有条不紊地进行施工作业。作为我省重点项目之
一，东寨新居二期将建设32栋安置房，为周边
1426拆迁户提供住房保障。

“进场的时候，公司会给我们交底，让我们按
照样板来做。”东寨新居二期施工人员何强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从钢筋的疏密度、到模板搭建、再到
预制板安装、水泥涂料抹平等多道工序均有样板，
施工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样板施工，才能达标并获
得验收，否则就得返工。

据介绍，东寨新居二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演丰
镇，紧邻东寨港大道。项目用地面积9.03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18.6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
为32栋住宅、商业街、地下室、社区服务站等功能
用房以及相关配套工程等。自2020年12月开工
以来，美兰区引入新加坡“仁恒置地”作为EPC联
合体牵头单位，将先进管理理念第三方评估带入
项目，使设计、勘察、施工单位各方高效联动。目
前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约22.5%，预计2023年3
月全部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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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 5日讯 （记者赵
优）日前，2021年海南青少年体育夏
令营暨花YOUNG海南运动嘉年华
在海口圆满落幕，活动为期一个月。
多个亲子运动项目和赛事极大丰富
公共体育产品供给，让千组家庭在户
外运动中享受到了“双减”政策下的

“活力一夏”。
本次活动自7月31日起在海口

展开，原计划开学前结束，应疫情防
控需要，所有活动延到了开学后的第
一周才全部结束。据介绍，该活动是
省旅文厅主办的“奔跑吧·少年”儿童
青少年主题健身系列活动之一，目的

在于结合海南自身的地理环境和气
候优势，落实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
让孩子们通过体育运动增进亲子关
系，培养体育兴趣，体验运动快乐，感
受爱与陪伴。

省旅文厅科教和青少年体育处
负责人表示，海南是一座优质的天然
大运动场，也向来是深受家长和孩子
喜爱的亲子旅游目的地，青少年体
育培训方兴未艾。在优质资源和亲
子市场相结合基础上，海南响应“双
减”政策就更接地气，更容易找到发
力点。

本次活动涵盖亲子泡泡跑、儿童

平衡车挑战赛、趣味定向赛、亲水大
闯关、青少年轮滑挑战赛、运动小健
将路演、军事公益营共7大项16场赛
事活动，吸引了共计1200组家庭、近
4000人参与其中。

带两个孩子专程从澄迈县前往
海口参加嘉年华的童举明是一位游
泳、跑步和羽毛球爱好者，他说这是
自己第一次带全家参加亲子运动，拿
到奖牌和奖状非常开心；更开心的是
海南各类体育活动日益丰富，相信能
逐渐成为青少年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的“第二课堂”。从欢乐暑假到“双
减”后的第一个新学期，很多孩子和

家长意犹未尽，纷纷表示这次活动既
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又拉近了
家长与孩子的感情，使亲子关系更加
融洽。

主办方表示，家长们的积极反馈
给了他们更多的信心和启发——《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

“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令人瞩目，作
为常年扎根于青少年体育培训的从
业人员，如何继续尽其所长，把体育

“作业”设计得更可爱，把实施政策贯
彻得更可亲，是此次青少年体育夏令
营结束后，他们更需要思考的问题。

海南青少年体育夏令营落幕

千组家庭完成欢乐暑假“作业”
海口仲夏
群众体育活动收官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习霁
鸿）9月 5日下午，2021年海口仲夏
群众体育系列活动在海口万绿园正
式收官。

当天下午，大批市民游客来到万
绿园，参加感兴趣的体育活动，现场一
片欢声笑语，气氛热烈。海南日报记
者看到，现场设有“能量酷”“最young
舞台”“FUN·奇趣”等主题活动，呼啦
圈、跳绳、迷你拳击等互动小游戏。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
以满足市民游客多层次、多样化的体育
运动和休闲旅游需求为目标，丰富海口
体育新业态，促进文体旅产业融合。

该活动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主办，海口市大众体育联合会执行。

关注保供稳价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陈尾娇）近日，人保财险海
南省分公司下辖的海口市分公司与海
口市美兰区白龙农贸市场首批平价蔬
菜零售户签订了平价蔬菜零售保险协
议，这标志着海口市美兰区平价蔬菜

零售保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签约现场，人保财险海口市分公司

代表与白龙农贸市场吴春语等5位蔬
菜经营者分别签订了《平价蔬菜零售保
险试点合作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
保险公司将为每位平价蔬菜零售户铺
设电子秤5台，并为其所销售的平价蔬
菜提供平价蔬菜零售保险保障。

“协议签订后，公司将按月承保、

按月理赔，依托智能电子秤设备，实时
采集平价菜销售的品种、数量和价格，
对参保商户，只要按照不高于海口市
平价菜倡议的价格销售，就可以获得
不超过0.5元/斤的差额赔付，且第二
个月就能拿到赔款。”人保财险海口市
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前期经过市场管理方的宣传和
介绍知道有这一回事，对于我们商户

来说，给蔬菜上保险也是一份保障，可
以试试。”吴春语认为，有了平价蔬菜
零售保险，降价销售在有理赔的保障
下，还可以提高平价蔬菜销售量，增加
收入。

“为积极落实省平价蔬菜保供惠
民行动平价蔬菜零售保险试点工作，
美兰区政府携手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
司，首选在白龙农贸市场试点推动铺

设电子秤，通过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加
大平价蔬菜零售保险推广力度，让老
百姓的‘菜篮子’拎得更轻松。”美兰区
商务局负责人表示，自9月6日起，签
订工作将在美兰区内的15家农贸市
场全面铺开，在商户自愿的前提下，争
取9月底前完成150个平价蔬菜零售
商户签订，推动平价蔬菜零售保险试
点扩面取得更大成效。

海口美兰区平价蔬菜零售保险试点启动，为蔬菜零售户“兜底”

不高于倡议价可获差额赔付

9 月 4日晚，在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
镇堑对村，少数民族群
众表演竹竿舞，这是当
晚该镇举办的山兰稻
乡村音乐节节目之一。
山兰稻乡村音乐节还邀
请了海南本土歌手登台
演唱。

据了解，和平镇堑
对村今年首次发展山兰
稻产业，在万泉河畔连
片种植了近 300 亩山
兰稻，并借助乡村音乐
节探索农旅结合助农
增收发展道路。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山歌嘹亮
引客来

税务局提供老年人导办服务

老年人办税缴费更省心
本报石碌9月5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黄兆雪 通讯员冯定坤）针对老年人网上办税操
作难等突出问题，今年7月以来，昌江税务局推出
老年人导办服务，让老年人办税缴费更便捷、更省
心。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5日从县政府有关部
门获悉的。

据了解，自从有更多业务推行线上办理后，很
多不会使用移动手机的老年人，仍然会选择到窗
口来办理。为此，昌江税务局推出老年人导办服
务，引导前来办事的老年人至相应业务窗口办理
有关业务，无需排队叫号。

“持续优化线上服务的同时，也要优化线下服
务，旨在满足特殊人群，尤其是老年人的需求，方
便老年人办理相关涉税事项。”昌江税务局第一税
务分局局长杨文说，工作人员将陪同办理全部涉
税流程，为老年人提供导办、帮办、代办服务，协助
填写表单、指导网上税务局操作等，使老年人办税
缴费“无障碍、不折腾”。

“有了工作人员的引导，很快就办完了业务。
很高兴，很满意。”昌江纳税人王宏平说，日前他需
要变更统一信用代码和经营地址，由于不会使用
手机操作，只能来办税服务厅的窗口办理。在工
作人员的引导和帮助下，他成功办理了有关业务。

昌江

为民办实事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欧英才 美编：孙发强

垃圾分类收集屋是开展垃圾分类收
集的基础设施，为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
类提供了分类投放、收集设施的保障。
笔者近日走访了海口各个小区以及学
校、企事业单位，发现各地正在因地制宜
加快垃圾分类收集屋（亭）建设。这些垃
圾分类收集屋（亭）的启用，不仅改善了
环境卫生，还破解了居民生活垃圾分类
不准确的问题，有效提高了居民垃圾分
类参与率和准确率。

“以前倒垃圾要掀开垃圾桶盖子，难
免会弄脏手。现在，只要刷卡、扫二维码
或者人脸识别，投放口便会自动打开，不
仅方便居民，还避免了垃圾气味四溢，干
净卫生还美观！”9月4日上午8时许，家
住海口市白龙南某小区的王女士，来到
小区的垃圾分类收集屋前，按照收集屋
提示的分类窗口，投放了从家里带出的
一袋生活垃圾。

笔者走进垃圾分类屋，看到屋内摆
设干净整洁。分类屋的垃圾间除了用玻
璃隔开形成独立的空间外，还配置专用
的除臭设备，投放窗口采用感应自动升
降方式。同时，垃圾分类收集屋屋前设
有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可回
收物4个投放窗口，每个窗口还有垃圾
分类详细标识，清晰简明地指导居民将
分类好的垃圾进行投放。此外，垃圾分

类屋的旁边还设有洗手池，方便居民在
投放垃圾后及时清洁手部卫生。

据现场运营人员介绍，有专管人员
对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居民正
确投放。居民将垃圾投放进相应的垃圾
桶，经过系统识别即可获得相应积分。
积分累积到一定数量，便可以兑换纸巾、

香皂等各种生活用品。同时，小区配备
了分类收运检查员，督导清运司机正确
分类收运。为方便厨余垃圾的收集，垃
圾屋还配备了破袋专用工具，让居民破
袋投放时更加方便卫生。

同样，在海口市第七中学的校园内，
也设置了一批崭新的垃圾分类屋。这些

垃圾分类屋无须进行扫码刷卡等操作，
当有人靠近时，垃圾分类投放口就会自
动感应开启。垃圾分类屋的上方还设置
了LED显示屏，滚动播放垃圾分类知
识，引导同学们正确投放垃圾。

在海口秀英区阳光巴洛克小区，垃
圾分类收集屋于1个多月前建成。“小区

共有154户，在7时至9时和19时至21
时两个时段，我们会定点定岗做好垃圾
分类督导工作。”阳光巴洛克小区垃圾分
类督导员桂腾学介绍。

“阳光巴洛克小区是秀英区推进垃
圾分类收集屋（亭）建设的一个示范点。”
秀英区园林环卫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区加快垃圾分类硬件设施建设，全力推
动垃圾分类示范社区创建，充分考虑人
口规模、垃圾成分及产生量、垃圾投放便
利等实际因素，指导小区、单位、公共场
所等区域加快选址新建或改造满足分类
投放要求的功能齐全、经济实用的垃圾
分类收集屋。

据了解，实施垃圾分类近一年以来，
海口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分出
量占比较去年同期有较大提升，其他垃
圾量占比明显下降。截至目前，海口日
产生活垃圾约5030.65吨，其中可回收
物回收量约1310吨/日，有害垃圾分出
量约0.65吨/日，厨余垃圾（ 含餐厨垃
圾）分出量约480吨/日，其他垃圾量约
3240吨/日，呈现“三升一降”的趋势。
资源化回收利用率不断提升，资源化利
用率达到35.58%。

按照要求，居住小区原则上每
300-500户设置一个定时投放垃圾亭，
并根据小区规模和居住人员数量建设
1-2个垃圾分类收集屋。海口市园林
环卫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结合城市实际
情况，海口采取分批次建设垃圾分类收
集屋（亭）的推进方案。截至目前，海口
市建成并已改造建设659个垃圾分类
收集屋（亭）。

（策划 撰稿/贾嘉）

海口加快推进垃圾分类收集屋（亭）建设

海口白龙南某小区新建智能垃圾分类投放屋，居民刷卡可自动打开投放口。
崔梅丽 摄

海口阳光巴洛克小区垃圾分类收集屋前有垃圾分类标识，引导居民正确投放。
崔梅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