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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

2月14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山
海互通旅游公路升级改造工程霸王岭
至王下乡路段施工现场，水沟修复班
组负责人吴昌振正带着8名班组成员
对新挖的水沟进行模板安装，标高定
位，为接下来的混凝土浇筑，盖板铺设
做准备。

据介绍，该工程包括对棋子湾旅
游专道、叉霸旅游公路及县道X705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改造、防护工程、
排水工程、桥涵工程、交通安全设施的
升级改造以及黄土裸露修复等，总长
度约81.63公里，起点棋子湾，终点王
下乡，总投资约1.5亿元。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蓬
勃展开，昌江“春赏木棉红、夏品芒果
香、秋游棋子湾、冬登霸王岭”全域全
季旅游全面推动，昌江在海南西部的
旅游知名度不断打开，游客人数日益
增长。目前项目路段部分存在路面
病害严重，缺乏水沟盖板或盖板损
坏，路面标线不清及交通标牌损坏等
问题，影响沿线居民出行及游客驾驶
体验，因此，对旅游公路升级改造，是
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民心
所向。

“霸王岭至王下乡升级改造路段
共25.83公里，但宽度在3.5米至4.5
米间的道路却约有20公里，路窄且
坡度大，仅能单向通行。为提升游客
驾驶体验，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及安全

性，我们对沿线浆砌片石边沟统一拆
除改造为盖板边沟，并加宽路肩，依
据现场实际情况新建78处错车道，
最后对现有老路进行沥青路面加
铺。”该路段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李招
兵坦言，当前，由于木棉花旅游季到
来，游客量增加，路段未封闭施工，难
度较大。

“为抢工期，目前3个班组70余
名工人倒班作业，错峰施工，接下来，
还将不断增加人力机械，延长夜班作
业时间，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力争3
月底完工。”李招兵说。

霸王岭至王下乡路段于2021年
10月8日进场施工，目前霸王岭国家
森林公园正门至大章村段路面在年前
已完成摊铺沥青约2.5公里。海南日

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新铺的沥青路面
宽阔整洁，车辆通行无阻，路旁的饭店
生意红火，金牌老鸭店经营者符珍在
店里忙碌着招呼客人。

“过去店铺前是水泥路面，夏天有
扬尘而且噪音大，现在铺上沥青后，不
仅解决了扬尘和噪音问题，路面宽阔
又整洁，来店内用餐的客人越来越
多。”符珍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连日来，
她的饭店每天爆满，中午用餐时能有
20桌客人。

王下乡作为该路段的终点，过去
交通状况差，出行不便，旅游发展受
到制约。“王下乡作为全国‘两山’理
论的实践基地，以及随着‘黎花里’文
旅小镇的打造，游客纷至沓来，但进
出王下乡的公路较为狭窄，常存在车

辆会车难问题，一到旅游高峰期就堵
车。”王下乡党委书记杨荣辉说，期待
旅游公路早日升级改造完成，这将为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打下坚实的
交通基础。

“目前棋子湾旅游专道已改造
完毕，叉霸旅游公路及县道X705正
在抓紧施工，预计 3月底完成全线
贯通。”昌江交通运输局局长卢维表
示，项目改造完成后能有效改善昌
江旅游公路的面貌，真正达到贯通
山海的目的，同时将极大改善道路
交通压力，实现“交通+旅游”融合发
展，为昌江全域全季旅游及绿色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交通
保障。

（本报石碌2月15日电）

倒班作业抢工期，昌江山海互通旅游公路升级改造工程加快建设

力争3月底实现全线贯通

我省监管部门开展联动检查

多措并举筑牢药店
节日疫情防控“防火墙”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齐冬峰）开展拉
网式全覆盖检查、随机明察暗访、集体约谈药店负
责人……近期，针对春节、元宵假期人员流动频繁、
聚集性活动增多的情况，我省药监部门持续强化疫
情防控工作力度，持续开展省市（县）两级联动检
查，多措并举筑牢药店节日疫情防控“防火墙”。

零售药店是疫情监测的“哨点”。省药监局要
求药店对进店人员落实扫码测温等疫情防控措
施，对购买“四类”药品人员实行实名登记。近段
时间，该局就落实上述措施再次派督查组对市县
零售药店进行明察暗访，同时部署各市县市场监
管、药监部门每天专人专项值班，每日专项报送药
店疫情防控信息。

市县有关部门也纷纷行动。各市县通过责令
整改、停业整顿、社会曝光、公布投诉举报热线等
举措，倒逼企业自觉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周皓颖

2 月 12 日，在万宁市东澳安
置区生产基地，广阔的田洋里种
植着大片的线椒，农户们忙着埋
头采摘，一个个已装满线椒的麻
袋在田头扎好口子，集中起来准
备发往岛外市场。一个多星期

来，线椒收购价始终保持在高位
且供不应求。

陈洪是万宁民丰瓜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今年他们在东澳安
置区生产基地种了100亩线椒，线
椒品种为辣丰3号，主要供给重庆、
河南、湖南、西安等地，当下正是收
获季节，基地每天都有100多人在
这里采摘。据陈洪介绍，现在线椒

收购价格每斤3.5元至4元。每亩收
成7000斤至8000斤，如果收购价
稳定，1亩可赚1万多元。

采摘的工人多来自邻村，劳动
报酬按日结算。工人黄杏花说：

“来这里干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
星期都是忙着摘线椒，一天能赚
130元。”

陈洪介绍，线椒采摘周期将一

直持续到四五月，一轮可以摘10万
斤线椒；过四五天后，又可摘一轮，
又是10万斤。如果价格稳定，今年
将实现大丰收。销路顺畅，价格稳
定，陈洪的喜悦都写在脸上。

万宁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开
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去年冬季至
今春，万宁市冬种瓜菜长势良好，实
现丰产丰收，而且瓜菜收购价普遍

较去年高。
据介绍，万宁市计划种植冬

种瓜菜 19.2 万亩，第一茬已经种
植了 17.8 万亩，主要的品种有西
瓜、苦瓜、冬瓜、青瓜、辣椒和豇豆
等，除了西瓜以外，其他品种都已
经开始陆续上市，预计西瓜也将
在本月上市。

（本报万城2月15日电）

线椒不愁卖 农户笑开怀
万宁线椒价格每斤3.5元至4元，每亩可赚1万多元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2月14日，位于东方市三家镇乐安
村的燕窝果种植基地内，表面带刺、浑身
金黄的燕窝果从一条条枝藤上垂下来，村
民罗张亭等人正忙着采摘燕窝果并装筐。
今年1月起，该基地约100亩燕窝果开始
成熟上市，采摘期将持续到6月。

燕窝果又称麒麟果，原产于中美洲，
市场前景广阔，2019年，该燕窝果种植
基地有关负责人曾南春从厄瓜多尔引入
燕窝果，在三家镇乐安村开始种植。

由于燕窝果是特色新品种，种植管
理技术含量高，曾南春多次前往云南、三
亚等地的种植基地取经学习。“燕窝果抗
病性、抗逆性弱，防线虫、防溃疡、做好花
果期管理是燕窝果种植管理的难点，”曾
南春说，“经过精心管理，基地燕窝果已
是第二年挂果了。”

“燕窝果果肉滑如燕窝，甜度较高，
汁丰润喉，深受市场喜爱，基本不愁销
路。而且燕窝果采摘后，常温下可以放
15天左右，便于运输，当前主要销往浙
江、上海等地。”曾南春说，除了收购商前
来收购，合作社还通过淘宝直播带货、天
猫国际平台、社群电商运营等渠道销售
燕窝果，拓宽销路。

目前乐安村共种有 200多亩燕窝
果，今年有约100亩燕窝果丰收上市，助
力农民增收。“当前好果收购价达每斤65
元。预计今年产量约25万斤，产值1000
多万元。”乐安村党支部书记符成辉说。

燕窝果种植产业还带动了当地村民
就业。“进入基地务工后，每月有5000元
稳定收入，日子越过越好了。”罗张亭高兴
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罗张亭平常还负
责修枝剪枝、打药、除草等工作，“相比以
前在家务农，现在的工作更加稳定，收入
更好。”她说。 （本报八所2月15日电）

本报洋浦2月15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海南日报记者
2月15日从洋浦经济开发区航运办
获悉，今年1月，洋浦新增航运产业类
相关市场主体6家，新增入库税收额
逾1.99亿元，新增海事登记船舶12
艘，载重吨达19.92万吨，登记船舶数
量同比增加33.33%。航运产业取得
新年“开门红”。

据洋浦航运办有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已有4艘进口船舶顺利办理营运手
续。其中“中国洋浦港”船籍港新增1艘
国际船舶，该轮也是洋浦第一艘进口的
危险品船。同时，落户洋浦的国际航行
船舶数量的不断增长，使得海南省国际
航行船舶总吨位历史性跃居全国前
三。船舶新增效应也同样带来了水运
周转量的不断创新高，今年1月，洋浦航
运企业共计完成水运周转量1173.01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0.35%。

据洋浦交通运输与海洋局有关人
员介绍，为深入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西部陆海新通道
总体规划》的要求，进一步巩固“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阶段性成果，
洋浦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决定对
标先进，比学赶超，加快推进洋浦港港
航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港口能级和服
务辐射能力，提升口岸便利化水平，创
建一流营商环境，推进洋浦港港口航

运和物流业加快发展，努力把洋浦港
打造成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
的重要枢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
高地、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
引擎，不断催生新发展动能、激发新发
展活力，构筑具有海南特色的合作竞
争新优势，为全面服务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有
力支撑。

洋浦希望通过《三年行动计划》的

实施，实现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
港基础设施全面完善，集装箱吞吐量
快速增长，航线网络服务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作用更加突出，物流运输
效率和物流成本优于周边区域，口岸
营商环境迈入全国一流，影响洋浦区
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高质量发展的各
类“卡脖子”问题基本解决，洋浦港的
区域综合竞争力全面增强，为儋州洋
浦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的新动力。

航运产业取得新年“开门红”

洋浦1月新增海事登记船舶12艘

我省公共就业服务
标准化试点工作启动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李京赟）海南公
共就业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近日启动。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近日从省人社厅获悉的。

近日在海口举行的全省公共就业服务标准化
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上，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口
市、琼海市人社局3个先期试点单位作了表态发
言。此次试点将围绕23项公共就业服务事项开
展，着力推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
版）》在海南落地落实，促进我省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管理更加规范、设施设备配置更加合理、人员配
备更符合要求、服务流程更加统一、工作效率更加
高效，实现人民群众办事体验感显著提升。

东方三家镇乐安村发展燕窝果特色产业，预计今年产值1000多万元

种下燕窝果 结出新希望

《海南省优化电力接入实施办法
（暂行）》出台

居民低压办电
将不超过5个工作日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出
台《海南省优化电力接入实施办法（暂行）》（以
下简称《办法》）并施行。《办法》指出，海南居民
低压办电时间将不超过5个工作日，高压单电源
办电时间不超过32个工作日，此外还将降低个
人及企业办电成本，缩短政府行政审批流程至1
个工作日。

《办法》适用于全省供电电压等级为10千伏
及以下的电力用户新报装、增加容量的电力接入
工作。在低压办电方面，采用低电压等级供电的
居民用户全过程办电时间将不超过5个工作日，
非居民用户全过程办电时间将不超过7个工作
日，其中不涉及外线施工的用时不超过3个工作
日，涉及外线工程但不涉及行政审批或属于社会
简易低风险工程的用时不超过6个工作日，涉及
行政审批且不属于社会简易低风险工程的用时不
超过7个工作日。

高压办电方面，采用高电压等级单电源供电
全过程办电时间不超过32个工作日（电力外线工
程由供电企业负责建设），其中办理用电报装业务
受理、供电方案答复、竣工接电三环节合计办理时
间不超过17个工作日。

《办法》还着力降低个人与企业的办电成
本。用电报装容量100千伏安及以下居民用户
实行低电压等级接入，由供电企业投资建设低压
供电线路至用户用地规划红线；在城镇规划建设
用地范围内，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
外，供电企业不得要求用户承担建筑区划红线外
发生的任何费用。

⬆ 近日，位于东方三家镇乐安村燕窝果种
植基地，已经装好筐的燕窝果整齐摆放在地上。

➡ 村民正在采摘燕窝果。通讯员 兰夏 摄

◀上接A01版
要精准施策、对症下药，查找、分析“文山”背后的
懒政怠政、能力不足以及检查考核中过分强调“留
痕”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要坚持实事求
是，严格控制发文范围和篇幅，防止文件滥制滥
发，同时也防止“一刀切”，避免文件该报不报、简
报该发不发，造成信息脱节。要强化网上督查考
核，加强信息共享，切实为基层减负。

作风建设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深刻领
会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坚持对标对表，守住精文减
会的硬杠杠，才能让减负的效果更好地转变为贯
彻落实的动能，把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
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心无旁骛把各项
工作抓紧抓实抓细，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
断取得新的成就。

持续“削文山”
精准减负担

海大组织“候鸟型”人才
探讨法学学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彭时君）近日，
海南大学法学学科“候鸟型”人才专业建设座谈会
在海口举行，来自省内外有关高校和机构的“候鸟
型”法学专家齐聚一堂，围绕推进海南大学法学学
科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会上，与会专家围绕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
大学法学学科的学科建设内涵、发展目标、办学特
色、人才培养、人才引进、科研平台建设、学科交叉
协同、高水平科研成果发表等展开交流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