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8日，在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粤海大道与南海大道交汇
处的施工现场，一列动车从上方驶过。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项目
是G15沈海高速、G75兰海高速在海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海南省
高速公路连接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唯一通道，将于今年12月底完成路面
结构施工，力争达到通车条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
有望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4月30日
全岛有小阵雨，东南部局地有中到大

雨。最高气温全岛大部分地区 30℃～
34℃；最低气温中部山区21℃～24℃，其余
地区24℃～27℃

5月1日至2日
全岛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

5月3日
全岛有小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地区

23℃～26℃，其余地区 20℃～23℃；最低气
温全岛普遍18℃～21℃

5月4日至6日
全岛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

26℃～29℃，最低气温20℃～24℃

“五一”假期我省有
降雨降温和海上大风天气
最低气温或至18℃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袁迎蕾 李凡 郭冬艳）海南省气象台4月28日预
计，4月30日至5月6日，我省各地多降雨天气，
总体对假日出行及户外活动有一定影响。

其中5月1日至3日，受冷空气和热带扰动共
同影响，海南岛将有明显降雨和降温过程，陆地局
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最低气温或低至18℃，并
伴有海上大风天气。其余时段海南岛以阵性降雨
为主。

制图/陈海冰

本省新闻 2022年4月2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孙婧 美编：陈海冰 检校：张媚 苏建强A11 综合

■■■■■ ■■■■■ ■■■■■

环保执法检查暨环保世纪行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黄敏）报纸还能
动起来？即日起，《海南日报》视频版将每天与广
大网友见面，第一时间将当天的报纸“动态”送达。

《海南日报》视频版有什么特点？点开视频，
你无需手动翻阅，就可
浏览当天报纸的所有版
面，还可以一键转发，将
新鲜新闻资讯分享给身
边人。

通过海南日报客户
端、海南日报微信视频
号、抖音号，以及海南日
报新浪官方微博等渠道，
都可以第一时间“品尝”
这份生动的“新闻早餐”。

扫扫看
《海南日报》视频版

（见报当日8时后更新）

海南日报推出视频版

让报纸“动”起来

受本轮疫情影响

四类人员个人住房公积金
贷款不作逾期处理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韩
锋）为帮助住房公积金贷款职工纾解阶段性还款
困难，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4月28日发布通知
称，因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2022年3月
至4月期间未能正常归还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应还本息的四类人员，可申请免除逾期处理，不
计罚息。

这四类人员包括因感染新冠肺炎需住院治疗
或隔离人员、因疫情防控需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
情防控工作人员和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
人员。这四类人员，如有上述还款困难，可由借款
人向办理贷款的住房公积金直属管理局提出申
请，经直属管理局审核批准并报省住房公积金管
理局备案后不作逾期处理、不计罚息。

申请有效期从2022年5月1日至2022年6
月30日，借款人逾期没有归还的贷款本金及利息
应于2022年12月31日前足额归还。逾期未归
还的，将正常作逾期处理、计算罚息。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我有好几个月的积分都在100分
左右，去社区积分超市能换5升花生油
和一些洗刷用品哩！”4月28日，在乐东
黎族自治县莺歌海镇莺二社区，居民陈
玲丽起了个大早，将自家房前屋后的枯
叶打扫干净后，还把庭院杂物给收拾整
齐。按照莺歌海镇乡村治理积分制评
分细则，仅此一项，她每月最高可获得
50积分。

乐东是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
设试点县。该县莺歌海镇为完善党
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自2020年 10月启
动乡村积分制管理，借此调动基层群
众参与乡村振兴各项事务的积极性，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工
作新格局。

莺歌海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何
志刚介绍，积分制内容分为人居环境
美化、乡风文明建设、转产就业以及扣
分四类。如，按照规定，居民参加一次
劳动技能培训可奖励10分，在村内开
展经营活动可奖励10分，参加防疫或
抢险救灾活动可奖励50分，家庭成员
入党可加100分等。积分将记录在积
分“存折”（小手册）中，并及时录入微信
小程序汇总，可以用来兑换相应额度的
花生油、沐浴露、洗衣粉、烹饪调料等日
用品。以莺二社区为例，截至今年3
月，510余户村民已累计积分达2.6万
分左右。

此外，积分制管理不仅能较好地激
发社区内生动力，还能有效帮扶群众实
现上岗就业。

“积分靠前的居民，我们会优先推
荐就业岗位，且大多月薪不低于3500

元。”乐东黎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综合服
务中心社会工作部部长李南介绍，社区
居民陈玲丽就是积分制的受益者之
一。2021年初，由于全家积分连续数
月跻身全社区前五名，在家待业的她优
先获得了培训上岗的机会。现在她被
推荐到莺歌海镇一家大型农企当销售
员，每月收入近5000元。

经统计，自实施积分制以来，莺二
社区已有20余人优先获得就业岗位。

省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举既能有效减轻村级组织的管理
负担，又能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营
造文明乡风、拓展特色产业等乡村振
兴重点任务有机结合起来，让文明乡
风浸润人心，乡村环境更为宜居，也
为莺歌海镇创建海南休闲渔业样板
社区打好基础。

（本报抱由4月28日电）

乐东莺歌海镇以积分制管理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治理积分为乡村振兴加分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邱江
华 通讯员王云博）近日，2022年全国
五一劳动奖、全国工人先锋号评选结果
出炉，海南共有21个集体和个人获得
表彰。

其中，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等2个集体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曹献平等9人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深海勇士”号团队等10个集体被授予
全国工人先锋号。

据悉，今年我省推荐评选工作坚持

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加大对产业工人、一
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科教人员的推
荐力度。所有对象都具有突出的工作业
绩和良好的社会影响，在群众中享有较
高声誉，具有较强时代性和先进性，具有
广泛的代表性。

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评选结果出炉

海南21个集体和个人荣获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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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赵优）
目前，国内疫情多点散发与局部聚集性
疫情并存，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
杂。“五一”假期将至，为统筹做好假期
疫情防控和人民群众正常出行需求保
障，我省各市县各旅游企业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旅游产品供
给、推出优惠让利活动、加大旅游宣传
推介力度等方式，带动本地游、周边游
市场。

海口推出“我爱海口，五一去海口”
系列主题活动，由“星空美食嘉年华”创
意市集、西海岸潮流体育狂欢节、“活力
东岸，五一开趴”“福袋巴士 嗨游五一”
等系列活动组成，覆盖海口西海岸、海
口东海岸、海口日月广场等片区及商
圈，其中有水上体验、沙滩排球、街舞比

赛、亲子游等互动运动。酒店、餐饮、商
业消费方面的活动同样丰富。

三亚则联合周边市县及上百家旅
企，推出覆盖乡村旅游、红色旅游、康养
度假、家庭亲子、婚庆蜜月等主题的30
条自驾游线路。其中“岛民玩转大三
亚”旅游特惠产品促销活动，共有100
多家星级酒店、高端酒店、经济型酒店
参与。如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推出海
景房888元/晚限量抢活动，包含自助
早餐、水世界门票；三亚银泰阳光度假
酒店推出海景房498元/晚优惠限定活
动，并含双早和免费提供下午茶体验一
次等。

以“椰乡故里·‘XIANG’约文昌”为
主题的2022年文昌椰子文化旅游节，通
过举办椰子创意文化展、椰子科普文化

课堂、椰子市集、2022年第三届文昌国
际机车旅游节机车巡游、文昌五大主题
自由行打卡旅游线路等系列活动，为市
民游客提供更多假期游玩选择。

目前，我省众多景区已相继开业。
“五一”期间，各大景区也将推出优惠活
动以吸引岛内游客。南山文化旅游区、
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
公园等景区，纷纷推出岛民门票折扣优
惠活动，而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
区、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七仙
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岛民可0
元门票入园。

此外，为致敬“最美逆行者”，蜈支
洲岛、大小洞天、槟榔谷等多家景区均
对医护人员实行免票入园政策，让“白
衣天使”们轻松入园，享受假期欢乐。

海口打造新派主题活动、三亚推出30条自驾游路线……

海南各地深耕本地游市场

关注“五一”假期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4月27日，
海南日报记者获悉，第六届省运会群众
赛事活动暨第十四届省全民健身运动
会将于7月11日至31日举行。本届运
动会设有36个群众赛事活动项目，其
中30项将在儋州市举行，6项将在海口
市举行，各项目报名5月31日截止。目
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中。

据悉，本届省运会36个群众赛事活
动项目，兼具群众性和趣味性，包括传统
类28项：篮球、排球（九人制）、乒乓球、羽
毛球、足球（五人制）、门球、网球、气排球、
五子棋、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广场
舞、射箭、飞镖、武术、健身气功、台球、轮
滑、健身健美、橄榄球、地掷球、瑜伽、跳绳、
健身腰鼓、攀岩、街舞；趣味类3项：提水抗

旱、背“媳妇”、五绳拔河；民族类5项：高脚
竞速、珍珠球、押加、射弩、爬椰树。

注册的现役运动员、在读体育院
校的体育专业学生、其他高等院校运
动队学生不得参加群众赛事活动。
具体报名事项可咨询所在市县的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或各行业体育
协会。

海南举行双品网购节暨非洲好物网购节

“云”购海南“非”比寻常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李

学锋）2022海南双品网购节暨非洲好物网购节4
月28日登场，将持续进行至5月12日。网购节期
间将举行超百场直播促销系列活动，推介海南品
牌、品质商品，助力非洲产品、旅游资源通过海南进
入中国市场。

此次网购节采用“平台推广+线上直播”的形
式联动举行。线上方面，通过搭建“非洲-海南好
物”直播间，联合抖音、快手、京东、淘宝等平台，展
示来自南非、坦桑尼亚、卢旺达、贝宁、佛得角等国家
的红酒、咖啡、果汁、工艺品等非洲特色产品，以及海
南品牌、品质热带水果及跨境进出口商品、旅游产品
等。线下活动将在海口、琼海两地开展。海南特色
产品专场、非洲专场、数商兴农专场、网红专场等直
播促销活动，以及电商品牌评选活动等将在网购节
期间一一举行。

第六届省运会群众赛事活动暨第十四届省全民健身运动会7月举办
报名5月31日截止

本报那大4月28日电（记者易宗平）4月
28日，省人大常委会同步开展受全国人大委托
的环保法执法检查和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
环保法、海南环保条例执法检查暨环保世纪行
活动，第三站来到儋州市。

当天，检查组实地检查了儋州市金海浆纸
厂工业企业污染防治、那大文化广场生活垃圾
分类屋、儋州大剧院充电桩、南丰镇松涛水库湖
库流域保护、南丰镇马荷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以及超市、农贸市场禁塑等情况。

在那大文化广场垃圾分类收集站点，检查
组听取了生活垃圾分类屋采用“定时定点投放、
确保垃圾不过夜”模式的汇报。该站点在增进
市民垃圾分类知识和环保意识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在那大城区部分小区实地查看后，检查
组发现垃圾分类设施齐全，但实施效果尚需进
一步提升，垃圾清运混装现象有待改进。

在儋州大剧院充电桩站，检查组查看了配
备的8台120KW大功率快充设备、14台7KW
交流充电桩，并听取了全市充电站建设情况的
汇报。截至目前，该市已建成充电桩2300余
个。今年，该市将新建充电桩1060个。

在儋州市部分超市、农贸市场进行暗访时，
检查组发现“禁塑”目录里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袋、餐具等仍在不同程度地使用，相关部门日
常监管合力有待加强。

在察看南丰镇松涛水库湖库流域保护地
后，检查组发现流域水质已稳定达到Ⅱ类水质
管理目标，希望有关方面进一步关注水库岸边
排污情况，为继续提升水质打牢基础。

在南丰镇马荷村污水处理设施和部分养殖
场地，检查组认为污水处理设施实现了建管用
一体化、有效收集生活污水并达标排放。

据了解，近年来，儋州市从严查处各类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为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执法保障。该市2021年
共整合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资金8.38亿元，
主要用于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
防治、节能减排、天然林保护工程、江河湖库水
系综合整治、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农田水利设
施建设和水土保持、农村环境整治等工作。

儋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统筹做好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三个“转型延
伸”：由注重末端治理向源头、系统治理转型延
伸，由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延伸，由污染治理向综合监管转
型延伸，继续推进水、大气、土壤、人居环境系统
治理，继续推广电动汽车，配套建设充电桩设
施，并壮大风电等清洁能源产业。同时，儋州市
还将健全环境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持续推行环
境信用评价和信息共享。

在儋州市那大文化广场的生活垃圾分类屋，工作人员正在作业。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本报三亚4月28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林诗婷）4月28日，海南
游艇产业政策解读会暨三亚国际游
艇中心云推介会在三亚中央商务区
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会上获悉，中国
船级社游艇创新服务中心、意大利法
拉帝集团亚太中心等39家游艇企业
签约进驻三亚国际游艇中心。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三亚正在全力推进游
艇全产业链发展。对标世界游艇
产业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打造的三
亚国际游艇中心，预计今年7月底

投入使用，将具备游艇旅游消费、
游艇展示交易、游艇创新服务等功
能。还未建成，该中心已吸引国内
外39家游艇企业抢驻。

截至今年2月底，全省有建成运
营的游艇码头13个，游艇俱乐部及
相关企业约800家，登记游艇保有
量1200艘。此外，《海南自由贸易
港游艇产业促进条例》将于今年7
月1日起施行。省交通运输厅水运
处有关负责人指出，该《条例》是全国
游艇产业立法领域的开山之举，将引
领海南游艇产业步入新台阶。

全球游艇企业抢驻
三亚国际游艇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