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儋州市申报示范家庭农场的，需经营规模适度：

粮食作物和热带作物类种植面积 50亩以上
蔬菜类常年蔬菜基地面积 25亩以上
其他作物标准化种植名、优、特水果 25亩以上
茶叶、花卉 15亩以上
中药材 50亩以上
设施农业 5亩以上

从事渔业生产年经营收入 15万元以上
池塘养殖 15亩以上
或者流水养殖8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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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种猪存栏 25头以上，或商品猪年出栏 250头以上
肉牛年出栏 25头以上，或奶牛存栏 10头以上
种羊存栏 50只以上，或商品羊年出栏 100只以上
种兔存栏 500只以上，或商品兔年出栏 2500只以上
种鸡、蛋鸡存栏 1000只以上，或肉鸡年出栏 5000只以上
种鸭、蛋鸭存栏 1000只以上，或肉鸭年出栏 5000只以上
种鹅存栏 500只以上，或者商品鹅年出栏 2500只以上
种鸽存栏 1000对以上，或商品鸽年出栏 10000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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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其他种植业、养殖业或种养结合的，年经营收入达到 15 万元
以上，经营规模达到上述种植业或养殖业规模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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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十四届全运会

本报石碌9月 14日电 （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冯定坤）昌江黎族
自治县今年将建设130个充电桩，覆盖了
8个乡镇及县城10个小区，目前，已完成
73个充电桩建设。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
月14日从该县工信局获悉的。

9 月 14 日，记者在石碌镇御南山小
区的施工现场看到，现场摆放着充电桩，
工人正准备安装。“该小区计划安装5个
充电桩，预计 9月 30日前完成建设并投
运，将解决小区住户电动汽车充电难问
题。”昌江县工信局信息化室负责人王超

说，今年昌江计划在县城石碌镇10个小
区建设60个充电桩，目前已完成和泰小
区、和悦小区、紫金城小区、税务综合楼小
区和税务局机关楼小区等 5个小区充电
桩建设。

据了解，今年省下达昌江的工作任务
是建设充电桩70个。目前，昌江已超额
完成任务，将在年底前建成 130 个充电
桩，主要分布在乡镇、小区、政府办公区、
文化体育场所、旅游景点、宾馆酒店、公共
停车场等公共区域，进一步扩大充电桩覆
盖面。

昌江今年将建130个充电桩
覆盖全县8个乡镇及县城10个小区

■ 本报特派记者 王黎刚

第十四届全运会15日晚将在西安开
幕。海南举重队、沙滩排球队、帆船混合
470级团体陆续出战。

16日下午，海南女子举重队49公斤
级选手邓小芳出战，邓小芳曾获得2019
年全国第二届青运会该级别总成绩的亚
军。邓小芳的教练史明介绍，这是邓小
芳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女子49公斤级是
奥运会项目，国内竞争非常激烈，邓小芳
将力争进前八。

沙滩排球赛17日开赛，有近30对选
手参加女子组比赛，海南队林美媚/谢虹
是女子组第5名种子选手，种子选手是国
家队的4对组合。海南沙滩排球男女队
在全运会上最好成绩均为第5名。海南
体育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林美媚/谢
虹将力争突破海南沙排队在全运会上的

最好成绩，她俩的主要对手是国家队的
4对组合。国家队选手参加东京奥运会
后一直在训练，配合默契，是夺冠的有力
竞争者。在男子组比赛中，海南队陈秀
峰/秦成达排名第10，他俩的首要目标
是进入淘汰赛。国家队共有5对组合参
加男子组的比赛，冠军争夺战比女子组
更激烈。

帆船混合470级团体赛19日在浙
江象山举行，共有8个省市的16支船队
参加，海南队的邓道坤/谢金莲和王伟
东/符香宇两对组合颇具实力。海南体
育代表团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海南队和其他多支参赛队已提前2
个多月抵达象山赛区，适应场地的风力
和风向。该项比赛一天赛一轮，连赛3
天。“最近一段时间海南队选手已进入状
态。”他说。

（本报西安9月14日电）

本报万城9月 14日电 （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蒲冰梅）9月14日，第五届全国净滩
公益活动（万宁站）在万宁市和乐镇港北
海滩举行，该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
主办，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承办，万宁市
和乐镇商会、万宁市旭日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协办。

据悉，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自 2017
年开始每年 9月在全国沿海省市范围内
主办“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内容包括海洋
主题现场演出、主旨演讲、实物和图片展
览、专家现场宣讲、志愿者捡拾岸滩垃圾、

社会公众宣教等，通过联合国内知名海洋
公益机构和海洋志愿者开展各类特色净
滩活动，向社会传播海洋资源和生态修复
知识，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保护海洋公
益活动。

当天参与港北海滩净滩活动的志愿
者，清理了港北海滩3公里海岸线，共清
理海洋垃圾754.32公斤。

据介绍，“全国净滩公益活动”举办4年
以来，累计覆盖沿海城市100多个，清理海
岸线长度近2万公里，参与单位1500多家，
培养志愿者5万多人。

万宁和乐镇港北海滩开展全国净滩公益活动

清理754.32公斤海洋垃圾

本报西安9月14日电（特派记者王
黎刚）第十四届全运会将于15日晚在陕
西西安开幕。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体育
代表团获悉，海南体育代表团首金获得
者、帆船帆板运动员毕焜将担任海南体
育代表团旗手。

对于当选海南体育代表团旗手，毕
焜说：“感觉特别激动，非常荣幸，感谢大
家对我的信任和认可，把这个任务交给
我。”毕焜希望自己能体现海南体育人良

好的精神面貌。
今年26岁的毕焜身高一米九三，外形

俊朗，运动成绩优异。2017年9月，毕焜入
选中国国家帆船队。在2018年举行的第
17届亚洲帆船帆板锦标赛和2018年雅加
达亚运会男子帆船RS：X级比赛中，毕焜夺
得了冠军。2018年、2019年，毕焜连续两
年被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评为年度最佳
男运动员。在前不久结束的东京奥运会
上，毕焜获得男子帆船RS：X级比赛铜牌。

第十四届全运会将于今晚开幕

毕焜担任海南体育代表团旗手

全运会开赛在即——

海南队选手全力备战

本报讯 （记者李梦楠）日前，乐
东发布《乐东黎族自治县城镇老旧
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奖补方案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
案》）。《方案》提出，对符合加装电梯
条件的业主，给予不得高于建设成
本 50%，且不超过 17 万元/台的一
次性奖励。

《方案》适用范围包括乐东城镇
（城中镇）属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范
围的既有住宅；具有合法的房屋权属
证明；已建成投入使用的 4 层以上
（含4层）无电梯住宅；满足建筑物结
构安全、消防安全等有关规范要求。

项目奖补标准方面，加装电梯所
需建设资金及运行使用、维护管理资

金主要由业主承担，具体费用承担由
业主协商，共同出资解决。对符合条
件（符合适用范围，完成加装并取得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通过竣工验收
备案）的业主，由财政给予不得高于
建设成本50%，且不超过17万元/台
的一次性奖励。

根据《方案》，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的可以小区、幢或单元为主体提出申
请，其加装主体为所在单元的全体业
主。加装主体可以书面委托出资建
设方、物业服务企业、原产权单位、业
主委员会、电梯安装企业等合法单位
作为代建单位办理相关手续，也可以
推选并书面委托2至3名业主办理相
关手续。

本报那大9月14日电 （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韦雪梅）
《儋州市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试
行）》近日出台，鼓励从事农业生产经
营的场地、设施、经营规模达到规定标
准的农民（含农场、林场、渔场职工），
或获得土地经营权5年以上的其他人
员，申报示范家庭农场。将发挥示范
家庭农场的示范带动作用，在技术推
广、农民就业、产销对接、品牌共享等
方面，带动周边小农户发展产业致
富。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14日从
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儋州出台认定标准，鼓励发展示范家庭农场

打造多元化农业 开辟致富新路子

本报营根9月14日电（记者李
梦瑶）9月14日一大早，刚刚在自家橡
胶林忙完农活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和平镇堑对村村民陈必师，骑着摩托
车来到镇上的一处建筑工地，迅速由
胶农“变身”为装修工人，“现在地里农
活不多，干完后闲着也是闲着，出来务
工一天还能挣两三百元呢。”

这是陈必师第一次在“家门口”
找到工作，为他牵线搭桥的是不久前
刚刚挂牌的琼中堑对乡村建设有限
公司，而这也是琼中成立的首家乡村
建设有限公司。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

进，现在村里的工程项目越来越多，
催生出大量灵活用工需求，与此同时
不少村民在农闲时节也希望能通过
务工来补贴家用。”堑对村党支部书
记胡开君坦言，但由于劳动力市场信
息不对称，用工难和就业难往往同时
存在。

为破解这一难题，今年9月初，堑
对村“两委”牵头成立乡村建设有限
公司，将村里无法离乡、无业可就的
富余劳动力整合起来，通过统一接
单、统一组织、统一派工的“一条龙”
服务，就近输送到当地工程项目及产
业基地，力图做到离土不离乡、进厂

不进城、就业不离家。
“目前我们已与琼中乡控人力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就LED可视化屏幕、
文化墙建设等项目签订用工协议，输
送了包括陈必师在内的20名村民上
岗就业，预计人均增收近万元。”胡开
君介绍，除了让当地群众就业由原来
的“单打独斗”正式迈入“打包整合”
的轨道，今后该公司还将通过承接用
工项目，包括农业生产、企业务工、项
目施工、绿化管护、道路养护、卫生保
洁等，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类似于堑对
村的尝试如今正在琼中并不是个例。

“目前各乡镇政府都在组织入户
摸排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本信息和就
业意愿，接下来还会有一批乡村建设
有限公司或劳务合作社相继成立，预
计各乡镇将组建起不少于1000人的
建筑、家政、旅游类劳务专班队伍，并
根据乡镇产业特色，打造‘一镇一品’
特色劳务品牌。”琼中就业服务中心
主任林旖旎介绍，为确保这一模式持
续健康发展，该中心还将定期对劳务
专班队伍展开业务培训，同时不断完
善其他政策措施，逐步提高乡村建设
有限公司和劳务合作社的管理水平
和服务质量。

琼中成立首家乡村建设有限公司，破解富余劳动力就业难

牵线搭桥送“饭碗”抱团就业有门路

乐东发布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奖补方案，每台最高补贴17万元

老旧小区享补贴“梯”升居民幸福感

本报广州9月14日电（记者陈
雪怡 宋国强 通讯员何志成 吕东
星）9月 14日，海南海事局、中船黄
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联合在广州长
洲岛举行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3”
轮下水暨命名仪式。当天上午，海
南自贸港规模最大、装备先进、综合
能力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5000
吨级海事巡航救助船“海巡03”轮成
功出坞。

“海巡03”轮出坞下水后再经过
近6个月的安装调试，将于2022年3
月前后列编海南海事局，成为海南自
贸港最大吨位行政执法船艇，结束海
南海事局无法独立完成辖区海域巡
航执法任务的局面，更好地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提供水上
交通安全保障。

“海巡03”轮由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公司第七O一研究所设计，集海事巡
航和救助于一体，具备深远海巡航救
助指挥能力，将是海南自贸港海上重
要的巡航执法、应急协调指挥、海上
防污染指挥动态执法平台。

“海巡03”轮的建造是交通运输
部支持海南自贸港发展，全面推进海
南自贸港海事特区建设的一项具体
举措，该船列编后，将进一步提升海
南自贸港海上交通动态管控和应急
保障能力，完善海事海上执法力量布
局，保障海南海事辖区海上运输安全
畅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七O一研究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海巡 03”轮由该所自行研制，于
2020年9月30日开工建设，从设计、
建造、管理等各方面引入了精细化管
理理念，目前主船体完成建造，动力、
电力等主要系统设备安装到位。该
船按满足12级风，9级海况下跨海区

安全巡航标准设计建造，可搭载多型
直升机并配合其加油、救生和搜寻等
作业。船舶总长 128.6 米，型宽 16
米、型深7.9米，设计吃水5.5米，设计
排水量5560吨，设计航速不低于20
节，续航力在经济航速16节下不低
于1万海里，自持力不少于60天，定
员40人，可载获救人员200人。

据了解，该轮将建设海上数据
中心和综合指挥大厅，配备光电跟
踪、雷达遥测、岸基信息加载等综合
监测系统和海上数据中心、多链路
融合通信等综合指挥信息系统，具
有较强的动态感知、监测预警、信息
收集处理和传输、综合指挥、海事监
管、夜间搜寻救助等能力。该轮还
配备深远海人员救助、海空立体指
挥、消防和溢油处置等综合应急系
统，成为融海上交通组织和应急救
助协调为一体的移动指挥平台。此

外，该轮装备智能机舱监控系统，可
以实时监测主推进系统和发电机组
设备的使用状态，为船舶操作提供
决策和建议，最大限度地保证船舶航
行安全。

“‘海巡03’轮列编后将成为海
南海事局最大最先进的海事执法船
艇。”海南海事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海巡03”轮顺利下水列编后，必将
成为助力交通强国建设的海事重
器、服务构建一流海事的监管利
器、打造海南自贸港海事特区的深
蓝锐器，全面提升海南海事监管装
备水平，彻底解决海南海事现场执
法“到不了”的问题，真正实现辖区
海事监管能力的全覆盖，为海南自
贸港海上交
通安全提供
更加高效务
实的保障。

海南最大吨位行政执法船下水
将彻底解决海事现场执法“到不了”的问题

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七纺镇那来村，培训老师为胶农
讲授打磨推式割胶刀的技巧。据了解，为增加胶农的收益，助
力乡村振兴发展，白沙持续推动农村橡胶管护技术培训。每期
培训持续5天，前2天培训磨胶刀，后3天进行割胶实操，今年
预计可以培训1200名胶农。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9月14日，海南海事局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3”
轮在广州长洲岛出坞下水。 通讯员 何志成 摄

白沙启动磨胶刀割胶技能培训

促进
就业

扶持
产业

宜居
优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