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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太古可口可乐为
一线建设者送新春祝福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近日，海南
太古可口可乐将一份份虎年新春祝
福礼物送给了海南自贸港的建设者，
以表达对一线建设服务者的敬意。

2022年春节期间，为了向坚守海
南自贸港一线的建设者致敬，海南太
古可口可乐携手爱心媒体共同举办了

“温暖回家路，爱在海口——为城市建
设服务者新春送祝福”公益活动，为坚
守海南自贸港一线的建设者送去诚挚
的感谢与新年的祝福。

作为海南驻地 30 年的爱心企
业，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长期投身社
会公益事业，努力回馈社会。海南
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希望我们小小的一份祝
福，能让大家工作更有干劲，也为他
们增添温馨。”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洁净的无菌加工车间中，十几位
工人聚精会神，在一个个毛燕（燕窝
未经加工前的状态）中“吹毛求疵”，
制作出雪白的燕盏，这是燕窝制作工
序中最考验耐心的环节。2月10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格择村的燕
窝初加工展示示范基地又迎来了忙
碌的一天。

格择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张
重辉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燕窝制
作仅仅是金丝燕产业项目的一部

分。作为助力该村乡村振兴的特色
产业，该项目将以格择村为核心，整
合周边农林资源，打造以金丝燕为
主题，融合乡村旅游、中医康养、乡
村民宿等业态的创新型度假景区。
此项目全部建成后，将解决1500人
的就业问题。

金丝燕产业项目能够在格择村落
地，离不开该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筑
巢引燕”。“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海南
发展燕窝产业不仅有优惠政策支持，
同时也有生态和旅游市场的优势。”
作为海南省商务厅派驻格择村的驻村
干部，张重辉表示，位于吊罗山脚下的
格择村拥有适宜金丝燕生存的环境。

为了引进这一项目，张重辉和

同事结合工作实际，发挥招商引资
的职能优势，带领乡村振兴工作队
坚持党建引领，主动作为，当好企业
的“服务官”。

在“筑巢”过程中，工作队积极
对接金丝燕繁育和生态恢复技术领
先的海南大洲金丝燕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同时取得了县、镇两级政府大
力支持。大洲金丝燕集团与陵水县
政府和本号镇政府签署了招商项目
及一期用地协议，初加工展示示范
基地的投入建设也盘活了村里的闲
置土地。

“格择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在省商
务厅的指导帮助下，不仅加快了项目
的招商备案等进度，而且解决了我们

企业在落地期间的难点和堵点问
题。”大洲金丝燕产业集团相关负责
人刘济榕表示，目前企业已正式开展
燕窝加工业务，很快将形成产能。

与此同时，队员们还利用主题党
课向党员群众宣传产业政策，带动他
们自觉投身到项目建设中，让金丝燕
相关产业“飞入寻常百姓家”。

去年9月1日，金丝燕产业项目
的展示、科研等工作正式开展，为49
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村民在基
地工作除了保底工资之外，还有五险
一金和绩效工资，年均增收能达到3
万元以上。”第一批在基地正式上岗
的工人、格择村村民王春美表示。

（本报椰林2月11日电）

乡村振兴先锋榜

陵水格择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当好企业“服务官”，助推金丝燕相关产业落地

筑巢引“燕”产业生“金”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陈创福

扫码、排队、填表、洽谈……2月
11日，2022年春节后我省首场“春风
行动”招聘会在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
忠介路步行街举行，省内外求职者出
示健康码、行程码后，纷纷按程序入
场应聘。

“我很看好海南自贸港的前景，
春节长假一结束就从东北‘挥师南
下’，终于赶上了这场招聘会。”毕业
于黑龙江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专业的
求职者崔喆兴奋地说，自己把应聘目
标锁定为互联网企业，相信在海南会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沐浴着暖春的阳光，很多应聘者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海南自贸港
政策机遇+海南气候和生态优势=用
人单位和求职者的信心。”学习产品
设计专业的求职者侯冠良投出多份
简历后，总结出一个独特的“公式”，

“未来的海南，会有更多产品等着我
去设计。”

一个个招聘展台，背后是一家
家企业的强劲支撑——

“我们企业产品类型多，岗位需
求量大，包括客户端开发、后台开发、
游戏策划、游戏运营、短视频剪辑
等。”看着眼前越堆越厚的一摞求职
简历，海南腾讯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现场招聘人员张丹霞认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为该公司业务拓展提供了
更多机遇，也扩大了招才需求。

中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推出了
机械师、IT工程师、旅行工程师、航

医、飞行翻译、机组资源管理专员等
11类招聘职位。该公司现场招聘人
员介绍，随着海南自贸港开放度的不
断提升，多航线产生了多岗位。

海南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也引
来众多求职者。该公司现场招聘人
员说，公司去年销售业绩不错，将招
收一批奢侈品销售员和客服人员。

在自贸港政策“加持”下，相关企
业不仅仅需要高端的专业人才，也
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用工岗
位。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需
要车间普工600人。该公司现场招
聘人员透露，开片工、修整工、包装
工月工资超过1万元，并有全勤奖、
夜宵补贴等。

“用人单位最看重的是能力，我
们需要大批机械维修钳工、自动化仪
表工、维修电工、电焊工等实操人
才。”岳阳长炼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洋浦分公司现场招聘人员说。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春节后我省首场“春风行
动”招聘会在严格落实防疫措施基础

上，50家企业入场揽才，涉及汽车、
金融、文体、环保、互联网、建筑、渔
业、医药、农业等行业岗位，求职者分
批入场应聘，目前用人单位共收到简
历425份，其中146人现场与用人单
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1人被当场
录用。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

“春风行动”招聘会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架起沟通桥梁

“政策机遇+气候生态优势=信心”

2月11日，“春风行动”现场招聘会上，求职者与面试官加微信以便保持联系。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一版延伸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罗静怡 孙永亮）2月9日，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对原告
海南某工程有限公司等12家公司诉
被告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行
政处罚案件进行公开宣判，判决维持
了省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
定，驳回各原告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
定的诉讼请求。各原告如不服，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上诉至
最高人民法院。

这批反垄断行政处罚系列案是海
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以来
受理的首批行政诉讼案件，在海南省
内具有较大影响，社会关注度较高。

此次公开宣判具有以案释法，加大司
法公开力度的积极作用。

据悉，省市场监管局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规定，认定12
件案件的各原告与其他具有竞争关系
的经营者达成的限定消防安全技术检
测最低价格的协议，属于固定商品价
格的垄断协议，各原告均实施了该垄
断协议。遂分别以12家公司2018年
度营业收入为基数，作出处百分之一
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各原告对上述
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分别提起行政诉
讼，请求予以撤销。

原被告双方的争议主要围绕限定
消防安全技术检测最低价格的协议

是否属于固定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
和处罚基数是上一年度全部营业收
入还是消防安全检测业务的销售额
展开。对此，法院判决认为，各原告
通过约定设定了消防安全技术检测
收费项目及对应的最低价格，并约
束、监督各成员单位是否按照约定实
施，实质上是将消防安全技术检测业
务的价格固定于某个价格标准之上，
使价格机制难以在市场中发挥作用，
其后果为排除、限制竞争，损害了公
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在结果上限定最
低价格与固定商品价格并无差异。
因此，各原告的行为属于具有竞争关
系的经营者达成固定商品价格的垄

断协议情形。同时，各原告对所有承
接的消防安全检测业务，均按照约定
的标准对客户进行报价，部分收费按
约定标准执行，系实施了排除、限制
竞争行为。省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认
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判决认为，垄断行为危害性不
仅限于行为涉及的特定范围，还损
害市场竞争机制和经济运行效率。
因此，总体上对垄断行为应当处以
较为严厉的处罚，方能起到有效的
威慑作用。在审理的12件案件中，
省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
定，没有针对各原告作出没收违法
所得的处罚，仅作出处上一年度销

售额百分之一罚款的行政处罚决
定，在处罚时已经考虑各原告达成
并实施垄断协议的主观意愿不强、
部分检测业务未严格按照垄断协议
执行、各原告积极提供相关资料配
合调查工作等情节。法院综合考虑
最终处罚数额应当包含没收违法所
得和罚款两项处罚，并结合涉案垄
断行为的危害性及持续时间等因
素，认定省市场监管局将反垄断法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上一年
度销售额”理解为全部销售额，并作
出被诉处罚决定符合立法目的；处
罚结果亦在反垄断行政处罚的法定
幅度内，符合过罚相当原则。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对首批12件反垄断行政处罚系列案作出一审宣判

维持省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

三亚一患者不幸离世
捐献全体大器官
系我省首例生前登记并实现捐献的志愿者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王
菲）2月10日，40岁的黑龙江患者徐立军因脑出
血在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里不幸离世。由于
徐立军生前已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管
理系统登记注册为志愿者，经过其家属同意，尊重
其意愿，徐立军捐献全体大器官（一个心脏、一个
肺脏、一个肝脏、两个肾脏）、眼角膜和遗体，他捐
献的器官将至少挽救5名终末期患者的生命，至
少让两名患者重见光明。

据了解，徐立军在三亚一家饭店工作，今年
春节前一天他出现头晕症状，饭店老板将其送
往当地医院救治，住院几天后，出院回家休养。
徐立军的哥哥徐先生说：“2月5日饭店老板和
一名外卖员去看望弟弟时，发现弟弟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他们打120求助送往医院救治，医生
诊断是脑出血。”2月10日，徐立军经抢救无效
离世。

对于登记捐献器官一事，徐先生表示弟弟在
登记成为志愿者后才告知他。“弟弟为这个事情跟
我沟通过几次，说他去世后乐意捐献器官挽救他
人生命。”徐先生说道。

省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徐立军系我省
第一例生前登记并最终实现捐献的志愿者。

海口继续强化校外培训机构监管：

不得一次性收取
超60课时费用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海口市教育局获悉，在即将来临的新学期，海口市
教育系统将继续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巩
固“双减”成果。春节后，海口市教育局已部署各
区教育局，协同公安、市场监管、消防、税务等部门
进行联合执法，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规范性检
查。重点检查校外培训机构收费情况、合同使用
情况、预收费资金监管账户使用情况、票据规范性
以及防疫情况。

“该项检查将持续至春季开学，切实为新学期
的‘双减’工作做好准备。”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根据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在招生时，应全
部使用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中小学生校
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应严格按照所公示
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进行收费，严格执行收费时段
与教学安排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
等形式变相收取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
用，预收费时间不得早于新课开始前1个月。

“双减”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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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状况：全省18个市县（不含
三沙市）开展监测的31个在用城市

（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
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备注：饮用水水源为原水，

居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自
来水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GB 5749-2006）的要求

后，进入居民供水系统作为饮用水。）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1年11月25日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环
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
行）》（HJ663-2013）和《城市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排 名 技 术 规 定》

（环办监测〔2018〕19 号）等评
价 ，2021 年 10 月 ，全 省（含 三
沙 市）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总 体 优
良，优良天数比例为 100%，其
中，优级天数比例为 91.5%，良

级天数比例为 8.5%，无轻度及
以上污染天。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
市县分别是乐东黎族自治县、
保 亭 黎 族 苗 族 自 治 县 和 三 亚

市 ，排 名 靠 后 的 市 县 分 别 是
昌 江 黎 族 自 治 县 、临 高 县 和
万 宁 市 。 2021 年 10 月 全 省
19 个 市 县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排 名
如右：

2021年10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2021年10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市县名称

乐东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三亚市

五指山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三沙市

东方市

儋州市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225

1.255

1.259

1.295

1.377

1.429

1.452

1.501

1.548

1.558

排名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市县名称

屯昌县

定安县

琼海市

澄迈县

文昌市

海口市

万宁市

临高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574

1.607

1.641

1.643

1.646

1.648

1.670

1.698

1.748

/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1年11月16日

海口市疾控中心发布疫情防控提醒

非必要不举办公期、
军坡等公众聚集性活动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习霁鸿）为有效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2月11日，
海口市疾控中心发布提醒，建议广大市民朋友继
续落实“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会不办”，非必要
不举办公期、军坡等公众聚集性活动，倡议全市广
大党员干部和职工发挥带头作用，不组织和参加
公期、军坡等活动。

目前，广西百色、辽宁葫芦岛等地疫情仍处于
进展阶段，随着春季返校和复工返岗人群的流动，
疫情输入海口和传播的风险持续存在；而当前又
逐渐进入海口传统的公期、军坡活动时期，人群聚
集带来的传播风险也相应增加。

该中心提出，请广大市民和游客继续绷紧疫
情防控这根弦，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切实履
行好疫情防控义务，密切关注国内各地疫情动态，
建议近期非必要不要前往有疫情发生的地市，如
必须前往，请全程做好个人防护。

该中心倡议符合接种条件的人员尤其是3岁
至11岁和60岁及以上等重点人群，请尽快配合
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和加强免疫工作。

如出现发热（体温≥37.3℃）、干咳、乏力、鼻
塞、流涕、咽痛、嗅（味）觉减退、结膜炎、肌痛、腹泻
等不适症状时，立即就近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
就诊排查，如实告知医生流行病学史，就医途中全
程佩戴口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遇到问
题请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