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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有力

乐东基本蔬菜均价降0.72元/斤

本报抱由10月28日电（记者周
月光）乐东黎族自治县旅游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乐东
全县接待游客226.69万人次，同比增长
175.94%；旅游总收入10.33亿元，同比
增长146.53%。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
乐东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的。

据分析，海南全域旅游战略提升
旅游品牌形象，媒体多角度、多方位宣
传海南旅游同时，为乐东营造良好的
旅游形象与氛围。乐东假日旅游成效

凸显，疫情后报复式消费突出。如
2021年春节，乐东接待国内外过夜游
客2.6万人次，同比增长37.56%，旅游

总收入为 4530.65 万元，同比增长
683.17%。

乐东旅游消费不断升级。五一、

端午、中秋等假期，乐东策划推出8个
精品采摘点，涵盖周边民族文化、自然
风光、文化遗迹等旅游资源，举办以

“乐荔红·摘荔乐”为主题的采摘活动，
受到亲子家庭游的热捧。

乐东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四季度继续全力推进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一是围绕昌化
江音乐水舞秀，开展夜经济宣传营销；
二是做好海南省沙滩马拉松乐东站活
动；三是举办第三届尖峰岭帐篷节；四
是做好2021年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相
关配套活动；五是与华侨城共同谋划
好节庆活动。

前三季度乐东旅游揽金10.33亿元

乐东全县接待游客226.6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75.94%

乐东申报20个
地理标志农产品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乐东黎族自治县加快
农业品牌打造，积极申报 20 个地理标志农产
品。这是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乐东农业农村局
获悉的。

乐东是海南农业大县，热带特色农产品产量
大、品质好，多个特色农产品在全国占有很大份
额，如在每年冬春季节，乐东的蜜瓜、毛豆等占全
国市场70%以上的份额。

经过调查摸底，对照有关标准，乐东农业农村
局发现乐东有一批特色农产品具备申报农产品地
理标志。

为提高乐东农业品牌知名度、信誉度，增加农
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加快
推动农产品品牌化发展，乐东投入200万元专项经
费，责成该县农技中心、热作办、畜牧局、林业中心、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等五个单位负责开展“乐东
香蕉”“乐东蜜瓜”“乐东毛豆”“乐东芒果”“乐东腰
果”“乐东火龙果”“黄流老鸭”“乐东黑山羊”“乐东
小黄牛”“乐东小黎鸡”“尖峰黄花梨”“乐东金钱树”

“乐东沃柑”“乐东红心柚”等农产品地理标志申报
工作，每个地理标志申报费用约10万元。

乐东特殊教育学校获赠
百万元急需物资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
特殊教育学校收到一批急需的教学器材和生活物
资。捐赠单位负责人表示，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
东风，公司发展势头良好，向乐东特殊教育学校捐
赠物资，以回馈海南这片土地和人民。

乐东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全封闭、寄宿制公
办培智特殊教育学校，致力于为智障、脑瘫、自闭
症儿童、少年提供小学、初中一体化的教育和送教
上门服务，开设10个教学班，在校生104人。

今年新学期刚开始，乐东县教育局带着一行
人来特殊教育学校考察，详细询问学校有什么困
难、孩子们需要哪些物资。乐东特殊教育学校校
长张静如实汇报。几天之后，多辆货车开进学校，
卸下整套的感统康复训练器材、40台空调、130
张纯木制学生床以及600套学生夏秋校服。

张静说，这些物资都是学校急需的，特别是整
套的感统康复训练器材，价值不菲，对残障孩子的
康复非常有帮助；此外，130张纯木制学生床，质
地非常好，这批捐赠物资价值超过100万元，目前
已经投入使用。

据了解，捐赠单位是一家来自山东的公司，该
公司2018年在海南成立一家贸易公司，偶然机会
了解到乐东特殊教育学校有困难，便捐赠了这批
教学设备和生活物资。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今年前三季度，乐东黎族自治县
基本蔬菜“15+2”品种较上年均价下
降0.72元/斤，其他品种蔬菜较上年
均价下降0.52元/斤。

行动迅速
常年蔬菜基地新增2000多亩

“这里蔬菜好种也好卖，我来乐东
不到一年时间，已经种植并上市各种
蔬菜20多万斤。”10月27日，在乐东
九所农场常年蔬菜基地，来自贵州的
菜农程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准备
长期在乐东种菜。

程明是职业菜农。此前，他在北
京种植过5年菜，在广东种过8年菜，
去年11月 4日，他来到海南乐东九
所，11月 6日就决定留下来租地种
菜。他和他爱人共租种10亩地，每天
都有菜上市。

“海南一年可种10茬菜，亩产最高
可达3800斤，平均亩产有2000斤。”程
明说，他种的这片地是政府挂牌的常年
蔬菜基地，种菜售菜都有保障。

保障“菜篮子”供应，乐东县高度重
视常年蔬菜基地建设，今年安排1000
万元“菜篮子”基地建设资金，建设大棚
蔬菜基地示范项目，实施常年蔬菜基地
水源配套工程等项目。为鼓励农民种

植蔬菜的积极性，乐东县出台《乐东黎
族自治县常年蔬菜种植补贴实施方案》
《乐东黎族自治县常年蔬菜大棚补贴实
施方案》等政策。今年初，乐东全县常
年蔬菜基地面积仅1700.22亩。目前
乐东完成常年蔬菜生产基地建设43
个，面积达到4115.07亩，实现了常年
蔬菜基地保有4000亩的目标任务。

创新思路
推进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

为切实减轻群众生活负担，实现
“15+2”种蔬菜品种价格较2020年下

降0.5元/斤等目标，乐东坚持“政府调
控、市场运作、惠民利民”原则，围绕减
少蔬菜流通环节，降低蔬菜流通成本，
提升直供蔬菜保障能力，大力推进平
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先后出台《乐东
黎族自治县“菜篮子”产销联盟方案》
《乐东黎族自治县采购销售平价菜服
务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发挥乐东供
销合作社国企主渠道的作用。

根据《乐东黎族自治县采购销售
平价菜服务实施方案》，按照政府采购
有关规定，选定采购销售平价菜的承
接主体，优先采购本地常年蔬菜基地
生产的蔬菜，积极从全国批发市场或

生产源头调进质优价廉的基本蔬菜。
乐东供销合作社为承接主体在乐

东的抱由、利国、黄流、九所、千家等镇
提供免费经营网点或摊位，并与全县
常年蔬菜基地有意愿的种植户签订收
购种植协议，在各镇设立集中收购点，
将收购的蔬菜运到蔬菜配送中心。承
接主体自负盈亏，负责卸菜、包装、配
送、销售等。

根据《乐东黎族自治县采购销售
平价菜服务实施方案》规定，承接主体
以不高于县稳价办发布的指导价零售
配送平价菜，政府补贴0.26元/斤，按
照平均每天销售纳统平价菜4万斤计

算，每月补贴31.2万元。承接主体当
月完成120万斤平价菜销售任务，在
正常补贴外，额外奖励2万元；如果当
月未能完成120万斤平价菜的销售任
务，则从服务费中扣减2万元。

目前乐东建成8个平价菜销售区，
包括超市平价专区6个、供销平价超市
1家、平价菜屋1个。此外，乐东发挥国
企引领作用，不断提升平价菜占比，在
县城第一市场设立政府“菜篮子”平价
摊位，并加大对财政供养的机关、学校、
医院、企业、食堂的平价菜供应力度，做
到应供尽供。同时，乐东全县平价菜网
点推广铺设智能电子秤设备，逐步实现
平价菜销售联网数据直采，保证销售数
量和价格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为鼓励更多蔬菜零售商销售平价
蔬菜，乐东引导蔬菜零售商购买蔬菜
零售保险。截至10月23日，有关单
位已为47户次蔬菜零售商承保平价
蔬菜零售保险，已为20户次蔬菜零售
商赔付16.52万元，有效保障蔬菜零
售商收入和利润空间，提高普通零售
商销售平价蔬菜的积极性。

乐东平价菜保供惠民行动专班有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进一步提高产
销对接和市场服务能力，进一步做好
蔬菜、肉、禽、水产品等“菜篮子”产品
价格监测和调控工作，保障综合食品
价格稳定，实现全年工作目标。

（本报抱由10月28日电）

乐东九所农场常年蔬菜基地。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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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临 高 县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中 心
临高县辖区共有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0.94万人。为全力推进退役

军人服务体系建设，自组建退役军人事务机构以来，临高县坚持目标导向，压
实工作责任，强化工作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体系建设、保险接续、移交
安置、就业创业、优待抚恤等工作，带着感情依法依规解决好退役军人的合理
诉求，切实增强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

地址: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行政路9号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电话:28355787

详 情 请 扫 码
扎实推进三级服务体系建设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退役军人工作

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
中征缴期为2021年9月1日至12月31
日，个人缴费标准为320
元/人。（详情请扫码查看）

电 话 ：0898 — 12366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受委托，定于2021年11月29日10时至2021年11月30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zichan.jd.com）进

行公开拍卖：保亭县保城镇职业中学西北侧芙蓉小区19幢110号商

铺(建筑面积288.91m2,含应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以及保亭县保城镇

保热公路西侧桃源小区9幢、10幢、11幢、12幢、13幢共计23间商铺

(总建筑面积4926.23m2,含应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商业房地产。

竞买保证金：10万元/套。

展示时间：2021年11月25日至26日。

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具体要

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电话：15607579889、0898-68515223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11029-2期）

受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管理人委托，定于2021年11月
5日上午10:0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
资公司持有的债权、对外投资、银行存款、固定资产等权益资产包
（截止2019年 6月 30日止，资产账面价值为 3,677,221,532.56
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特别提示：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机构和人员不得参与竞买。
标的展示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11月4日止。
竞买手续办理：有意竞买者，请到我公司详细咨询，并于2021

年11月 4日16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到我公
司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1-2楼
咨询电话：0898-68583888 黎先生
委托方联系人：13907563701 李增贤律师 13907555001 张

克胜会计师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11105期)

催款通知
陈英良(身份证号：4600***0018)：根据你我双方2018年11月21
日、2018年12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及《补充合同》，约定
你方承租我方位于海口市白龙南路科技厅后面五层混凝土框架结
构楼房（除第三层两套房甲方使用外，整栋楼包括前、后、左、右四
周的空地、通道及附属设施等均属于出租乙方使用的范围）的房
屋，每季度租金贰拾壹万元整（￥210000.00）应在每租期起租日的
7日前交纳。目前，你方尚欠我方2020年一个月的租金柒万元整
（￥70000.00）及 2021 年 第 四 季 度 的 租 金 贰 拾 壹 万 元 整
（￥210000.00）尚未支付，且经多次催款未果。据此，根据《民法典》
《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限你方于2021年10月31日前将上述
所欠租金一次性支付给我方，并依照约定继续履行合同。否则，我
方将依法追究你方应承担的一切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逾期租
金及利息、因解约造成的预期租金收入、因司法程序所需的诉讼
费、公证费、律师服务费等。特此通知！

催款人：林静芙 2021年10月28日

装修设计招标公告
我单位拟对印刷厂6楼和三亚新闻中心驻地房屋进行装

修改造设计，现向社会公开招标。海南日报社印刷厂6楼办公
室装修改造工程，项目位于海口市，面积为1500m2；海南日报
社三亚新闻中心驻地房屋整体装修工程，面积为500m2，项目
位于三亚市。报名企业资质要求：建筑工程设计乙级以上资
质。请符合条件并有意参与的单位（机构），于2021年11月5
日前来报名，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资质证明（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和类似
工程业绩。

联系人：余先生66810882、13976320981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2021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