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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万城 11 月 2日电 （记者
肖开刚）“我领到补贴款了，共有37
万多元。”11月2日中午，万宁市菠
萝收购商曾祥清开心地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当天他们收到了之前迟
迟没有领到的疫情期间瓜果菜补
贴款。随后，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
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当天与曾祥
清一样，万宁共有30名收购商收到
了130多万元的疫情期间瓜果菜补
贴款。

今年8月，针对部分万宁市菠

萝收购商反映迟迟未领到已公示一
年多的疫情期间瓜果菜补贴款问
题，记者深入万宁市调查采访，并联
系省农业农村厅核实，于8月25日
在“海报监督”栏目刊发了《万宁瓜
果菜补贴款发放为何“卡壳”？》一
稿，引起各界高度重视。随后，本
报又在8月26日、27日分别刊发追
踪报道《双方将联合核查材料 依
法依规发放款项》《本周完成复核
补贴应发尽发》，有力推动问题加
快解决。

本报报道刊发后，省农业农村
厅根据“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要求，对报道反映的万宁瓜果菜
补贴款发放“卡壳”问题进行专项研
究，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深入万宁
市农业农村局检查督导，利用省相
关部门掌握的信息，与万宁市农业
农村局联合对未发放补贴的收购商

申请材料进行现场复核，于8月29
日正式将复核信息反馈给万宁市农
业农村局。

万宁市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此前曾祥清等收购商的申
报材料齐全但出岛核对报表没有记
录，受市县权限原因，该局无法判定
该出岛车辆与检测单匹配情况，导
致补贴款未能及时发放。在省农业
农村厅指导下，根据省相关部门出
具的出岛车辆与检测单匹配信息表
等复核材料，该局对收购商的申报
材料进行了最终的审核，判定有97
车符合申报条件，共计金额134万
余元，目前已完成公示并拨付资金。

万宁市农业农村局提醒相关
收购商，如果对发放金额有异议或
因账号问题实际没收到补贴款，可
以再联系该局反映情况，该局将积
极予以解决。

省市农业部门合力破解万宁瓜果菜补贴款发放“卡壳”问题

30名收购商拿到130多万补贴款了

为民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 特约记
者陈创淼）日前，海南威立雅水务公
司的陈苏航来到了海口市秀英区政
务服务中心一楼制证中心的自助取
证柜旁，通过系统识别提前发送的
短信二维码和身份认证留痕后，大
厅边上几排像快递柜一样的取证柜
自动打开了一个格子，陈苏航便取
到了公司申请的道路挖掘许可证。
他不禁为秀英区高效便捷的政务服
务方式点赞：“像在家楼下取快递一
样方便快捷！”

以往群众到政务服务中心领
取证件，要到专门的人工取证窗

口，由工作人员核对取证人身份信
息，在现场从各类制好的证照或备
案通知中找到相应的材料，最后再
手工登记确认签收，整个流程办下
来较为耗时，且需要人工全流程参
与。自助取证便民服务推出后，取
证窗口工作人员只要充当“快递小
哥”的角色，找出制作好的证照“投
递”进入取证柜，系统就会自动发
送短信提醒申请人前来自助领取
证照。

据了解，自2020年11月启动
“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工作以来，
秀英区全力打造了“进一扇门+到

一个窗口+交一套资料+办成一件
事”的秀英审批服务模式，让群众办
事真正实现“进一个门、盖一个章、
办所有事”。随着“零跑动”等政务
服务改革相继开展，向着“海南政务
服务网+无人干预自动审批+全程
电子化”的优质政务服务目标，秀英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陆续推出了“房
屋租赁证自动审批备案”“老年优待
证刷脸办理”“审批监管执法三向反
馈机制”“现场踏勘手机APP”和

“统一制证中心”等信息化服务，形
成了一套专属的智能化审批全流程
闭环体系。

海口秀英区推出自助取证服务

开心！领证就像取快递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 （记者
邓海宁）“今天的电力服务咨询活
动很贴心，有问题在家门口就可以
问，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能多举
办。”11月1日，南方电网海南海口
供电局琼山供电所“电哥电嫂”党
员服务队的工作人员走进海口市
滨江花城小区，开展“贴心为民办
实事，优质服务进小区”电力服务
咨询活动，获得了小区居民的点赞
好评。

“使用家用电器时，不要把多
个大功率的电器插在一个插线板
上，避免插线板超负荷发热引发

短路火灾。”“雷雨来临前，要把电
视机、电脑等电器电源断开，避免
损坏电器甚至引发火灾事故。”当
天，琼山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在现
场开展了以关爱居民用电安全为
内容的宣传活动，向小区居民讲
解家庭安全用电常识及雷雨、台
风天气安全用电注意事项，解答
小区居民的安全用电疑问，并对
绿色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知识进
行了宣传。

活动过程中，工作人员还指导
小区居民通过南方电网95598微信
公众号办理用电业务，查询停电等

信息资讯，满足居民多样化、便捷性
的服务需求。

“很耐心，向工作人员询问的每
个用电问题都得到了认真仔细的答
复，特别满意。”在现场咨询问题的
林奶奶起大拇指称赞道。

据悉，今年以来，海口供电局抓
管理、提服务，持续开展贴心服务进
小区活动，结合各小区用电实际，组
织工作人员开展安全用电检查，消
除小区安全用电隐患，征询小区用
户合理化建议和意见，不断提升服
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营造安全、稳
定、和谐的供用电环境。

海口供电局“电哥电嫂”解答小区居民安全用电疑问

贴心！电力服务进小区

本报那大11月2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符武月）
截至目前，儋州全市已安装32台自
动体外除颤仪，覆盖所有初中阶段学
校，便于抓住抢救黄金4分钟时间，
保障师生生命安全。这是11月2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

悉的。
在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市一

中、儋州市二中、儋耳实验学校、王
五中学等初中学校，儋州市全部安
装自动体外除颤仪，完成目标任务
的100%。儋州有关部门通过线上
线下方式，对师生进行自动体外除

颤仪使用培训和心肺复苏培训，进
一步提高师生的应急救护技能。

儋州在全市初中学校安装自动
体外除颤仪，是落实省委、省政府为
民办实事的一个事项，目的是抓住
抢救黄金4分钟时间，保障广大师
生的生命安全。

儋州初中学校全部安装自动体外除颤仪

安心！呵护“救”在咱身边

海口市秀英区
长影幼儿园开园
可提供270个公办学位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计思佳）11月2
日，海口市秀英区长影幼儿园正式开园。据了解，
秀英区长影幼儿园隶属海口市秀英区教育局，为
一所小区配套公办幼儿园，位于秀英区长影环球
100宝龙城A区，占地面积2510平方米，建筑面
积2610平方米，并设有小、中、大共9个班，270
个学位。

据介绍，该园拥有一支具备新型教育观，富
有爱心、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园内班级配备
了符合幼儿身高发展的配套桌椅、钢琴、一体
机、开放式的玩具柜、图书柜和数量充足的玩
具、图书，并设有多样别致的室外游戏场所，配
置了大型滑梯、戏水池、沙池及各类体育器械，
充分满足幼儿身心发展需要。

当天，幼儿园还开展了班会活动，让家长
们与孩子们一起熟悉环境，进一步了解班级环
境、孩子日常生活情况以及教师组织活动的具
体情况。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习霁鸿）据中央
气象台11月1日消息，4日开始，将有一股强冷空
气自西北向东南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海南日报记
者2日从海南省气象台获悉，受该股冷空气影响，
海南将7日下午开始将出现一轮降温、降水、大风
过程。

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7日下午至8日上午，
届时全岛有小到中雨，五指山以北局部地区大到
暴雨；从8日下午起，全岛天气逐渐转多云，9日可
能出现晴朗天气。

受该股冷空气影响，海南岛四周大部分海域
将出现6级-8级大风。

8日-9日
我省最低温或降至13℃

海报监督海报监督
海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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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牙叉11月2日电（记者曾
毓慧）根据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印
发的《2020——2021年胶农割胶生
产奖励实施方案》，白沙橡胶产业发
展中心于11月1日起启动开展割胶
生产奖励工作。年乳胶收入为2000
元/户至 4000元/户以上的胶农，可
一次性获得奖励 500 元/户至 1000
元/户用于发展生产。

此外，白沙还同时出台《2020——

2021年销售鲜乳胶奖励实施方案》提
出，于11月1日起实行“开割得奖励，
不开割不得奖励”原则，奖励对象为本
地户籍胶农，按照每公斤干胶补贴0.5
元，每亩补贴金额不超过60公斤，即
每亩补贴不超30元。到时，白沙有关
部门将对报送申请资金的材料进行审
核，按照便民高效、资金安全的原则，
通过邮储“橡胶丰收卡”兑现胶农奖
励资金。

白沙出台胶农割胶生产奖励政策

乳胶年收入达4000元
奖励1000元

11月3日至5日

海口椰海交管服务站
暂停办理部分业务

本报海口11月 2日讯 （记者邓海宁 特约
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11月 2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海口市交
警支队椰海交管服务站业务大厅（海口市椰海
大道海马一路）将于11月 3日至5日进行升级
改造，在此期间，暂停办理车管、驾管及交通违
法处理业务。11月8日，将恢复正常。

据悉，升级改造期间，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
正常开展，车辆被暂扣停放该站的，可在海口市
交警支队违法处理大队或观澜湖交管服务站办
结后，再返回取车，咨询电话：66835763。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工作完成

全省近5万人报名参考
本报讯 （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

我省2021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
工作近日结束。本次考试我省共有 49093 人
报名，全省设海口、三亚、文昌、五指山等 4个
考区共27个考点，使用1442个考场。

考试期间，省考试局派出了60名省派巡考
员，各考区卫健部门派出了28名防疫副主考，
共同指导考点做好考试组织管理和疫情防控等
各项工作。省考试局领导班子成员、省教育厅
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到各考点或省级考试指
挥中心对考试进行督促检查。

11月2日，2021年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专场招聘会在海口举办，多名求职
者参加本次招聘会。

据了解，这是“聚四方之才 共建自贸港”2021年海南自由贸易港招才引
智系列活动，招聘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揽天下英才助力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招聘会涉及奢侈品销售员、客服、商品调拨专员、免值品组员等
多个岗位。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举办专场招聘会：

广揽英才“职”等你来

《2020——2021年胶农割胶生产奖励实施方案》

■ 达到4000元/户以上的

一次性奖励 1000元/户用于发展生产

■ 达到3000元/户以上的

一次性奖励750元/户

■ 达到2000元/户以上的

一次性奖励500元/户

奖励原则 按照一户一奖励

奖励
标准

（销售乳胶量数据由白沙橡胶产业发展中心通过橡胶销售系统中提取，2021
年度数据时间节点为2020年11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的销售记录）

2021年乳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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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下午开始

海南岛五指山以北地区

平均气温降幅为 5℃-7℃

8日、9日

五指山以北地区

最高气温或降至 17℃-20℃
最低气温降至 13℃-16℃

五指山以南

最高气温降至 23℃-26℃
最低气温降至 16℃-19℃

专题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蔡佳倩 美编：孙发强

海南丰润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弘列：

致力于打造一流康养度假胜地海南省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联
合海南日报继续
推出“建功自贸
港 有我有担当
——退役军人创
业先锋”系列专
题，挖掘退役军
人创业事迹，展
示退役军人创业
风采，激发退役
军人创业热情。

编者按

刘弘列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大
草原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96年，刚满18
岁的他，在父母的支持下，满怀着对军营生
活的无限神往、承载着保家卫国的壮志豪
情应征入伍，光荣地成为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天津武警一名战士。在部队服役期
间，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怕苦、不怕累，被部
队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共产党员。最让他
自豪和难忘的是，曾于1999年10月参加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大阅兵，承
担天安门广场备勤任务。因表现突出，他

所在的排得到团部通令嘉奖。
2005年退役后，刘弘列踏上了创业之

路。创业的经历使他具备了敏锐的投资能
力。

海南气候条件优势突出，生态环境一
流，加上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医疗、旅游等
方面的政策红利，特别适合发展高端康养
度假，刘弘列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商机。
2018年，他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成立了海
南丰润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并出任总经
理，投资建设并运管康养度假项目——海

垦·金江热带水果观光园。
多年来，刘弘列扎根保亭，一直致力于

打造一流的康养度假胜地。他深入拜访同
行业龙头企业，学习企业核心部门运营管
理、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等。一年后，海垦·
金江热带水果观光园项目得到了保亭发改
委立项备案和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调控的
建设用地指标。同时，联动开发的布衣农庄
康养项目也于2020年如期投入运营，为国
内高端康养客户提供了具备国内外先进医
疗康养技术、具有价格优势和环境得天独厚

的康养产品和服务。
与此同时，该项目实现社会资本与乡村

资源的有机结合，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让农户共享康养产业发展增值收益，并于
2021年获得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海南省
财政厅、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
织的海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大赛获优秀奖。

刘弘列致富不忘回报社会，积极热心公
益事业。他多次慰问贫困户，并发放扶贫慰
问品、慰问金。同时，他还经常举办退役军
人创业就业指导培训等。 （撰稿/易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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