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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扶持返乡大学生创新创业

24个创业项目获
28万元扶持

本报嘉积1月24日电 （记者袁宇）1月 24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该
市2021年度扶持返乡大学生自主创业申报评优
工作日前结束，24个优秀创业项目获28万元创
业扶持资金。这批优秀创业项目涉及文旅、互联
网、新能源、农产品、文创、电商等领域。

本次扶持返乡大学生自主创业申报评优工
作，是琼海市举办的第二届以扶持返乡大学生为
主体开展的创新创业的重要举措。相较去年，今
年的评优工作增设了在校大学生组别，目的是发
掘在校群体中的优秀创业苗子，通过此次活动发
现扶持凝聚一批优秀返乡创业青年。未来将开展
好面对面座谈等活动，更精准掌握创业青年需求，
推出“项目推广、培训交流”等青年创业实事项目。

据悉，扶持返乡大学生自主创业申报评优工
作是由琼海市委组织部、共青团琼海市委、琼海
市财政局、琼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
办的一项专门面向琼海返乡大学生的创业评比
活动。

海南国资系统已创建
68个基层党组织示范点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邵长春 特约记
者王旭朝）1月24日，省国资委在海口召开省国
资系统第二批基层党组织建设示范点经验交流
会，为获得第二批“海南省国资系统基层党组织建
设示范点”的46个企业基层党组织授牌。

截至目前，省国资委系统已创建了68个基层
党组织示范点，对推动我省国资国企基层党建工
作起到示范引导作用。

在2020年初，省国资委党委决定利用3年时
间，在全系统创建不少于100个党建示范点，目的
是通过树立一批党的领导作用坚强、组织建设规
范、特色亮点突出、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的基层党建标兵，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辐射作
用，影响带动全系统基层党组织持续加强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推动省
国资系统基层党建工作质量迈向更高水平。

据悉，省国资委在评选中突出聚焦企业生产
经营，注重打造党建品牌，同时要求申报的各党建
示范点聚焦主责主业。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潘
彤彤）为切实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
府以及交通运输部有关春运防疫要
求，省交通运输厅近日结合我省疫情
防控和道路水路运输工作实际印发
相关通知，要求做好2022年全省道
路水路春运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保
障工作。

通知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加强重
点港口和路段的运行动态监测，及时
做好春运数据监测分析和研判工作，
特别是要加强春运高峰时段、重点港
口和路段的运行动态监测，加强城市
周边路网流量分析研判，及时发布路

况信息，引导公众错峰避峰出行。
同时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基

础上，优化运力调配，加大客运枢纽
场站、港口、机场和重点景区等区域
运力投放和应急调度，针对性做好运
输服务组织保障。

通知强调要扎实抓好安全生产
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
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建立健全
明察暗访与自检自查相结合的检查
整改机制，全面排查治理疫情防控和
安全风险隐患，对发现的问题依法处
置并加大公开曝光力度；围绕客运枢
纽场站（码头）、危险货物港口作业、

农村客运、城市交通、农村渡口渡船、
重点水域和四类重点船舶等重点环
节以及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深入
开展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
与公安、综合执法等部门协同合作，
依法从严查处春运期间违规涨价、非
法营运、客车违规异地经营、货车违
法载人及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我省将完善各类应急预
案，针对疫情防控、极端天气、重大事
故等应急突发情况，围绕琼州海峡轮
渡运输、省际客运、危险化学品运输
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类
应急预案，建立协同工作机制，统筹

做好春运应急运输组织、响应程序、
应急措施等部署安排，确保突发情况
下取之能用、用之有效、快速应对。

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各单位要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客运场站、交
通运输工具、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
通风消毒工作，落实查验旅客健康码、
体温检测、“一米线”外等候等防控措施，
分区分级严格控制交通运输工具载客
率；同时要加强值班值守工作，严格执
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并
做好值班记录，确保信息联络畅通、及
时妥善处置道路水路突发事件和重大
问题。

省交通运输厅印发相关通知要求

做好今年春运道路水路疫情防控工作

新新 走基层走基层

■ 本报记者 谢凯 于伟慧

每年的1月中旬是五指山市水满
乡早春茶开采的时节。今年的采摘
季，对水满乡方龙村的16户村民来
说，舒心了不少。

去年12月上旬，方龙村什再村民
小组内一条长580米、宽1.5米的水泥
路，在驻村工作队和村民的合力修建
下顺利完工。

这条道路完工，方便道路周围

100亩茶园、20亩益智、30亩油茶等
经济作物的运输，可以带动该村16户
80人的产业发展和增收。

1月24日上午，方龙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谢坚和队员罗盛华，带着
海南日报记者沿着这条新修建的路，
步行至路尽头的一座高山茶园。路
边，一垄垄茶树和周边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的古树、红叶，组成了一幅优美的
画卷。

“不仅仅是方便村民生产，生产道

路的周边生态环境优美，可近观五指
山，还有成规模的茶园。如果能把其
他基础设施完善，未来还可发展乡村
休闲观光旅游，游客可进入茶园采茶、
品茶，打造茶园观光游品牌。”谢坚站
在一旁，手指着不远处的五指山对海
南日报记者说。

“生产道路修通后，车可以直接开
上来。”谢坚介绍，这段时间，将组织村
民对生产道路两边进行卫生清理，“道
路修好了，卫生也要跟上。”

说起这条生产道路，谢坚和罗盛
华很感慨，有着说不完的话。

谢坚介绍，去年年中，新一轮驻村
工作队队员驻村后，便开始谋划为民
办实事和解难题，从而为接下来的乡
村振兴工作打下坚实群众基础。

经过工作队队员多次入户和实地
走访，队员们发现，什再村民小组内的
仙通胜生产路一直是土路，每遇下雨
天气，村民们的生产便受到影响。为
此，驻村工作队便召开专题部署会，谋
划生产道路建设问题。

为节省资金，驻村工作队积极联
系五指山市住建局等帮扶单位，申请
到混凝土、砂子等修建材料，省下了
不少材料费。同时，结合道路修建，
对周边农户、经济作物亩数、道路设
计建造信息等建立信息台账，积累数
据信息基础。

不仅如此，方龙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把党旗插在了生产道路的最前
沿。

“没有请专业施工队伍，党员干
部群众齐心协力共同建造。”罗盛华
说，当村民们听说要为村里办实事，
很多村民都投工投劳，不计个人所
得，有的清理石块、有的搬运材料、
有建筑经验的参与到水泥铺设中
……历时7天就完成了这条不长却
坡度很大的生产道路施工，只花了
不到10万元。

“共产党员只有一心为民，积极
帮助群众解决身边难题，才会得到群
众的拥护和支持。”罗盛华说，这条道
路的顺利修建，让他深有感触，在新
一年的驻村工作中，他将更加积极地
帮助群众解难题、办实事，为村民做
好服务。

（本报五指山1月24日电）

五指山市水满乡方龙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为民解忧

泥水路变水泥路暖了人心

本报文城1月24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
讯员莫嘉云）新春将近，年味渐浓，为更好地
迎接新春，铜鼓岭景区精心策划了2022新春
嘉年华系列活动，助力市民游客度过欢乐祥
和的新春佳节。

铜鼓岭景区策划了6天活动，从2月1
日至 6日，每天都有着不同的主题和旅
程。2月1日活动第一天，为游客们安排的
是“迎接海南第一缕阳光”，大家一起登上
铜鼓岭，迎接虎年海南的第一缕阳光，感受
着朝气与希望，为新的一年祈福纳祥，许下
新年愿望。接下来，可以去心愿墙祈愿，在
贺卡上写下对亲人朋友的诚挚祝福，投进
心愿墙里获得新福气。每天向前100名游
客免费赠送祈福丝带，到山顶祈福林迎春
祈福。游客中心广场及大堂设置多组虎年
新春打卡点，可进行拍照。

此外，嘉年华还设置了“穿汉服免门
票”活动，游客们可以身着一身轻纱襦裙，
漫步于风光旖旎的铜鼓岭山林之间，悠然
自得。此外，此次铜鼓岭还请来了网红“不
倒翁小姐姐”，届时游客们可以与她亲密互
动，拍照打卡。

同时，铜鼓岭景区将上线多种优惠活
动，力争让每一位游客都满意而归。

文昌铜鼓岭景区：

登顶迎
虎年第一道阳光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李小青）1 月 24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今年春
节假期该局以“欢游海口过大年”
为主题，推出“夜无眠，游有味”

“椰子树下的风俗”“新春新剧新
精彩”“田园国潮”“宝藏小岛动起
来”等五大主题产品和活动，让市

民游客乐享春节假期。
据了解，今年春节假期椰城旅

文活动丰富多样，将举办30场文
化、体育、旅游节庆活动。市民游
客可到海口观澜湖新城赶集“年货
节”，享一站式购物体验；海口多家
星级酒店将推出“椰城丽人欢聚时
光”茶点派对优惠、住宿欢乐套餐
活动；海口外滩的不少餐吧、酒吧

也将举办“约惠季”。
春节假期，市民游客走进海

口湾演艺中心、海南省歌舞剧院
可欣赏《罐头小人》等多部音乐舞
台剧和儿童剧，海口市美兰区文
化馆还将举办“2022年迎新春书
法作品展”。

今年春节假期，海口各项活
动与旅游景点深度融合，海口世

纪公园将举办街球庆春篮球花样
活动，市民游客到海口西秀海滩
的国家帆船帆板基地可体验双体
帆船、浆板、皮划艇、观光快艇、绿
色骑行等项目。

此外，万绿园将举办游园闹春
趣味体育活动，设置了智勇大闯
关、投篮高手、运球乾坤、喜迎新春
徒步寻宝等多项老少皆宜的活动。

本报保城1月24日电 （记者王迎春
通讯员薛斌 郭振莹）为迎接春节假期的到
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呀诺达雨林文化旅
游区推出“虎运当头 潮玩雨林”新春欢乐行
活动，营造欢乐祥和的过年氛围。

据了解，“虎运当头 潮玩雨林”新春欢
乐行有“虎虎生威 打卡纳福”“不亦乐虎
潮玩雨林”“如虎添翼 集福迎春”“虎力全
开 新春优惠”等主要活动，为游客提供丰
富多彩的假期体验。

今年春节长假，呀诺达景区推出的新
产品和新业态将让游客“潮玩雨林”。近
期刚推出的《雨林部落·呀诺达探秘》雨林
实景剧本杀受到年轻游客的青睐。该景
区打造的又一网红打卡项目“高空威亚”，
也将在春节假期正式对外开放，让游客感
受身怀绝世轻功的快乐，圆心中快意江湖
武侠梦。

此外，呀诺达景区还特别推出海南居
民新春优惠活动，即日起至2月28日，凡持
有海南身份证、社保卡、居住证、学生证之
一的岛内居民，均可享受98元起的特惠门
票套餐。

保亭呀诺达景区：

“高空威亚”
圆游客武侠梦

海口多项旅文活动“上新”：

家门口“变身”休闲胜地

温暖回家路
昌江志愿者在行动

本报石碌1月24日电（记者刘
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1月24日，共
青团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员会组织青年
志愿者在昌江汽车总站、棋子湾高铁
站开展“青春志愿行 温暖回家路”
2022年春运暖冬行动。

在昌江汽车总站，志愿者身穿蓝色
马甲，有序引导旅客进站、购票、乘车。

“看着志愿者们一张张青春洋溢
的笑脸我们就高兴，他们的服务特别
到位，有问必答，很耐心。”昌江旅客符
文华说。

此次行动将持续7天，为旅客提
供引导咨询、行李搬运等服务，弘扬
志愿者“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精神。

关

注

新年新年

⬆1月22日晚，游客在三亚海昌梦幻海洋
不夜城游览，体验各类主题活动。

当天，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在三亚海昌梦幻
海洋不夜城启动“奇趣新春·游品三亚”2022
新春文化旅游季活动，让市民游客提前感受新
春喜庆愉悦的氛围。

此次活动于1月22日至春节期间举行，通
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同步展开。三亚市旅游
推广局将联合各旅游企业持续推出主客共享
“潮玩在三亚”的新奇活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1月23日，游客在海口三角梅
共享农庄自拍留念。

近日，2022海口三角梅花展在海
口三角梅共享农庄举行，吸引众多游
客结伴前来游玩赏花。据了解，2022
海口三角梅花展精心布置了百年花
王、花开盛世、七彩田园等7个核心展
区，园区利用136种三角梅进行串联，
展出面积达10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共赏三角梅潮玩不夜城

海口龙华区
打造便民平价菜服务街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1月24日上午，在海口市龙华区海垦夜市
内，10辆退役军人便民创业车载着满满的各式年
货和蔬菜，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购买。海口龙华
区利用海垦夜市白天空闲场地资源，打造便民平
价菜服务街，为辖区居民提供平价菜、农副产品、
年货等销售。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10辆退役军人便
民创业车分为平价蔬菜、牛奶饮料、零食礼包、农
副产品等种类，价格均低于市场价格，其中土豆、
南瓜、葫芦瓜、白萝卜、生菜、莲花白等近10种蔬
菜价格均不超过1元/斤。

“这里蔬菜很新鲜，价格也比市场上便宜，我
买了1斤生菜1斤土豆，才花了2块钱，非常实
惠。”居民王阿姨告诉记者，她还准备再买些饼干、
饮料等年货，也省得再去超市采购。“虽然规模不
大，但商品却很丰富，一次就可以全采购完，这样
的便民服务街为我们周边居民带来了便利。”

“春节将至，居民们也纷纷开始置办年货。我
们在选品时按照‘一镇一品’，以海南本地的产品为
主，比如山兰酒、野菜面、黑猪肉等。”退役军人创业
者上官万一向记者介绍，便民平价菜服务街每日供
应约8至10种新鲜蔬菜，总量超1500斤。“我们从
龙华区遵谭镇的田间地头直接跟农户采购，既保证
了菜品新鲜，同时也确保价格实惠，真正让消费者
受益。”此外，便民平价菜服务街计划营业至春节，
为周边居民购买蔬菜、年货提供便利。

“海垦夜市于傍晚开始营业，一直持续至凌
晨，但在白天，这里的场地是空闲的，所以我们
借此开辟了便民服务街，供退役军人经营各类产
品，达到‘一地两用’的效果，既能便利周边居
民，又能带动经济发展。”海垦夜市负责人余匡
伟介绍道。

据了解，便民平价菜服务街是龙华区海垦街
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为退役军人提供创业服务的一
项举措。

五指山番阳青瓜
开始上市销售

本报讯（记者谢凯）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五
指山市番阳镇获悉，五指山市番阳镇青瓜已陆续
上市销售。

记者21日在番阳镇镇墟看到，大量农户从地里
满载着青瓜直接运到收购点与收购商洽谈。从广东
开车到番阳镇收购青瓜的收购商刘先生说，他每年
都会到番阳镇收购青瓜，今年青瓜市场行情佳，价格
较好，农户利润可观。

1月21日当天青瓜销售重量为9.84万斤，收
购价格为每斤4.2元至5元，按均价每斤4.7元计
算，一天销售总收入为46万余元，青瓜主要销往
广州、桂林、南宁、成都、邵阳等城市。

据了解，青瓜是番阳镇的特色产业，全镇青瓜
种植达4300多亩，青瓜高产期预计在2月，高产
期日销售量将达到90万斤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