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5月5日讯 （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胡小曼 于祥汝）今年

“五一”假期，全省邮政快递业保持
总体安全平稳、高位有序运行态
势，揽投快递包裹量超 1200 万
件。其中，揽收快递包裹约250万
件，同比增长31.5%，投递快递包裹
1046万件，同比增长39%，有效助
力“五一”假期全省经济增长，服务
群众假期消费活动。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5月5日从省邮政管理局了
解到的。

“五一”假期，全省邮政、快递企
业在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下，严格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举措，科学评
估、提早介入，在场地预留、人员增
调、车辆储备、干线调整等方面，做好
应对、补齐短板，积极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形势下的收、派、运、转、仓等
环节的工作，全力满足节日期间群众
寄递服务需求。

“3月底至4月初，受全国疫情影
响，全省快递业务量在低位运行，进
入4月中下旬，我省快递业务量从日

均40万件增长至60万件，呈现快速
恢复并进入高位增长区间的良好态
势。”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同时，海南出台促消费系列举
措，为“五一”假期消费旺季添火助
力，特别是引导免税经营主体开展发
放优惠券、折扣、满减等活动，加大线
上线下促销力度，有力带动了各类免
税品销售和离岛免税购物“邮寄送
达”、中免会员购寄递等业务量的增
长，全省邮政、快递企业通过进驻离
岛免税店、设置前置仓、进驻海口综

合保税区等，服务离岛免税品和中免
会员购免税品销售，积极助力吸引境
外消费回流。

此外，邮政、顺丰、京东、圆通等
企业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纷纷开展

“邮政航空，助荔海南”“芒果寄递，
顺丰领先”“美荔枝味，及时尝鲜”等
系列寄递销售活动，开通货机航线、
投入冷链车辆等，助力海南果农通
过邮政快递渠道将芒果、荔枝等农
特产品销往全国，形成供需两旺的
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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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全省揽投快递包裹超1200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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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尹建
军）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日前出台《海
南省耕地垦造行动方案（2022-2025
年）》（以下简称《方案》），明确到2025
年，全省计划垦造耕地数量50000亩左
右、新增水田面积80000亩左右，旨在
贯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
耕地保护红线，破解全省补充耕地指标
短缺瓶颈问题，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资源要素需求。

《方案》指出，坚持规划管控引
领，严格控制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合

理划定耕地后备资源区，有序推进耕
地垦造行动；坚持集中连片造大田，
加强宜耕后备资源调查分析，科学开
展耕地垦造项目包装设计，推进集中
连片规模化垦造，优化耕地布局，尽
量避免耕地“碎片化”；坚持市县主体
责任，建设项目占用耕地，以项目所
在市县为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责任
主体；科学安排财政资金投入，积极
发挥市场作用，规范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耕地垦造项目，拓宽补充耕地来
源；坚持稳妥有序科学实施，耕地垦

造要有计划、有目标、有节奏稳妥有
序科学实施，尊重农民意愿，防止“简
单化”“一刀切”。

《方案》要求，全面完成已实施的
耕地垦造项目，加快推动实施存量耕
地垦造项目，尽快完成项目验收备
案，产生补充耕地指标，大力推动已
备案项目核查发现问题整改，加强相
关项目后期管护。科学确定耕地垦
造行动计划任务，省级垦造计划任务
为2022年至 2025年省级每年完成
垦造耕地数量1000亩，新增水田面

积 2000 亩；农垦垦造计划任务为
2022年完成垦造耕地数量1000亩，
新增水田面积 2000 亩，2023 年至
2025年共完成垦造耕地数量不少于
6000 亩 ，新 增 水 田 面 积 不 少 于
12000 亩；市县级垦造计划任务为
2022 年完成垦造耕地数量 18000
亩，新增水田面积31000亩，剩余各
年度任务由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统
筹全省上一年度计划任务完成情况
和全省指标保障情况确定。

同时，加快推动耕地垦造行动项

目实施，全面开展耕地后备资源潜力
调查，选定自然条件好、集中连片度
高、适宜规模化种植的地块，优先纳入
耕地垦造范围，落实集中连片造大田；
严格项目实施管理，强化项目后期管
护，积极挖掘高标准农田中耕地垦造
潜力。加强全省补充耕地指标统筹管
理，加大重点项目补充耕地指标保障
力度，实行“市县保主体、保基础，省级
保重点、保急需”统筹机制，实现全省
耕地占补平衡要求，同时加强与“土地
超市”协调衔接。

海南出台耕地垦造行动方案

到2025年全省计划垦造耕地数量约5万亩

本报海口5月5日讯 （记者赵
优 通讯员李艺娜）“五一”假期，在严
格执行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基础上，
我省积极创新假日旅游产品、完善假
日旅游服务、加强假日旅游监管，旅
游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海南日报记
者5月5日从省旅文厅获悉，4月30
日至5月4日，全省接待游客132.66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5.18亿元。

为突出节日氛围，全省各级旅文
部门采取积极措施丰富旅游产品，精

准把握游客差异化需求，举办各类旅
文体活动50余个，让游客出游选择更
丰富，玩得更尽兴。海口推出“趣玩时
光站”“山海运动场”“自贸港开箱”“文
化宝藏库”等5条精品旅游线路，涵盖
亲子研学游、体育运动游、网红打卡
游、历史文化游等；三亚与五指山整合
两地旅游资源，推出3条三亚至五指
山特色旅游线路，实现“蓝绿互动”，资
源共享；儋州推出3条旅游精品线路，
串联千年古盐田文化、东坡文化和非

遗美食；万宁推出多项旅游主题活动
及“浪尖起舞·空中翱翔”“赶海踏浪·
夜宿露营”“亲子陪伴·童趣时光”3条
假日旅游线路，涵盖海上冲浪、帆船、
空中跳伞、滑翔伞等丰富的“海陆空”
旅游资源；东方推出“东西南北中”5条
精品线路和十大主题活动，以黎苗韵
味、滨海风光、特色美食，带游客全方
位体验“吃住游娱购”。

受疫情期间出行受限的影响，省
内近郊游、亲子科普游成为岛内家庭

的首选，我省各地深度挖掘城市近郊
和周边资源，引导市民游客发现家门
口的精彩，乡村、生态、温泉游热度持
续上升。民宿、农家乐等结合本地消
费模式的住宿方式受到岛内游客热
捧，各大博物馆也成为亲子游、家庭
游的好去处。城市露营渐成社交媒
体上的新潮流，露营短视频“占领”朋
友圈，椰林、草地、河边、海岸成为最
佳露营场所，吸引人们亲近大自然、
享受悠闲时光。

“五一”假期我省接待游客132.66万人次
旅游产品供给丰富，近郊游、亲子科普游成为岛内家庭首选

“五一”期间
海口餐饮消费回暖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罗
霞）“五一”期间，海口餐饮促消费活
动丰富多彩，此前受疫情影响的餐
饮消费市场有所回暖。据海口市餐
饮烹饪行业协会抽样调查统计，“五
一”假期，海口重点监测的50余家
限额以上餐饮服务单位营业收入较
节前增长106.7%。

为促进消费，“五一”期间，省财
政安排资金开展“助商惠民，乐享海
南”消费券发放活动，发放零售消费
券、餐饮消费券、酒店景区消费券。
海口市还举行“惠聚椰城·嗨购夏
日”促经济消费券发放活动，不断激
发餐饮等市场活力。

在促进社会餐饮、酒店餐饮等方
面，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海口市
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携手海口1200多
家重点餐饮品牌（含酒店餐饮）推出
系列优惠活动。龙泉集团、琼菜王、
拾味馆、古姑姑私房菜、德福轩酒楼、
兰亭日式料理、外滩绅士音乐餐吧等
海口多家餐饮企业推出特惠套餐、折
扣领取、到店减免、派送红包等促消
费活动；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联合
旅居客推出“海口酒店霸气宠粉‘五
一’促消费”活动，海口索菲特大酒
店、海口希尔顿酒店、海口丽思卡尔
顿酒店、威斯汀酒店等近40家酒店
餐厅参与。此外，日月广场“May力
绽放”活动推出5折嗨吃券；百方购
物中心星空美食嘉年华联合海口索
菲特大酒店推出索菲特之夜系列特
别活动；友谊阳光城推出“五一来友
谊·阳光城撒欢”活动，餐饮6.8折起。

据了解，我省近期将继续开展
多种形式的餐饮促消费活动，促进
餐饮消费市场发展。

五指山投放45辆“微公交”
本报讯（记者谢凯 特约记者刘钊）近日，五

指山市分别投放30辆和15辆新能源“微公交”在
市区和水满乡运营，并开通5条旅游公交路线，方
便市民游客出行。

今年以来，针对群众和游客反映的公共交通
出行问题，五指山市委、市政府与五指山海汽运输
有限公司合作，采用小型纯电动汽车的方式，开通
试运营便捷的“微型公交”，助力优化城市公共交
通运营体系。

此次市区投入运营的30辆“微公交”，从早晨
6时至晚上11时运营，运营范围为市区。群众以
招手即停的方式，按一人一票制乘车，起步价3
元/人（3公里以内），填补了城区无公共出租汽车
和公交车服务的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五指山市也于近日启用刚建
成的水满乡水满客运站，并开通5条旅游公交线
路，投放15辆五座纯电动“微公交”，纵深服务五
指山自然保护区、观山点区、毛纳村、大峡谷、环乡
等5条旅游公交线路，总长度52公里，设立站点
20余个，每辆车发车时间为20分钟左右，票价从
2元到5元不等。

就业服务不打烊
东方举办夜间招聘会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方
宇杰）5月3日晚，2022年东方“聚四方
之才 共建自贸港”招才引智活动——
东方新天地现场招聘会举行。

此次夜间招聘会组织企业25家，
涉及建筑工程等行业，提供岗位数145
个。夜间招聘会为白天空闲时间较少
的劳动者提供多样化、全方位的求职选
择，不断延伸公共招聘的服务时间，拓
宽服务渠道，满足群众的就业需求。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黄文燕）5月5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成立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2枚。邮票图
案名称分别为：“永远跟党走”“请党放心 强国有
我”。全套邮票面值为2元。

5月5日上午，在海南各邮票销售网点，许多集
邮爱好者早早排起长龙，等待购买《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据了解，《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
年》纪念邮票以一套2枚、双联票的形式发行。邮
票第1图“永远跟党走”以党徽与团旗为主体，团旗
紧紧跟随着党徽，辅以数字“100”及奋斗在各行各
业的青年群像剪影，突出共青团紧跟党走的政治定
位。邮票第2图“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以共青团团
徽为主体，辅以数字“100”、高铁、火箭、楼宇等画
面内容，寓意广大共青团员为建设繁荣祖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的壮志豪情。

自发行当日起，市民群众和集邮爱好者可在
全省的26个集邮网点购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一百周年》纪念邮票，或通过中国邮政集邮网
厅、中国邮政手机客户端、中国邮政微邮局集邮微
信商城、中国邮政商城微信小程序线上下单购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
纪念邮票发行

方寸铭记青春

中国热科院
加大特色饲料产品研发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谢翔）近日，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以
下简称中国热科院品资所）畜牧研究中心发布
2022年-2023年度科技产品目录，涉及8种产
品，覆盖热带反刍动物饲料生产和饲养过程中，市
场所需求的粗饲料、精饲料和发酵剂产品。

此次发布的产品先后在海口、澄迈等地的大
型养殖基地投入使用，节本增效效果明显。其中，
发酵型全混合日粮产品在冬季效果较为显著，海
南省内大型山羊养殖场多以颗粒料为主，还需补
充少量草料，采用这款产品后则不用再补充草料
和调节添加剂，综合成本可降低约10％-20％。
同时，可以有效促进饲料本地化产业的发展，大大
降低饲料安全风险，对发展壮大热带特色养殖产
业具有积极影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
纪念邮票。 （海南邮政分公司供图）

5月3日，在海口市郊一主题乐园，孩子们挑战新奇有趣
的“步步惊心”项目，享受欢乐刺激，玩转“五一”假期。

通讯员 蒋聚荣 摄

探险乐园 挑战自我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日前，省
药监局起草了《海南省药品网络销售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规定》），向社会征求意
见。该规定允许药品零售企业依托
海南电子处方中心进行销售。

《规定》明确了药品网络销售管
理、第三方平台管理各环节的要求，

提出药品网络销售者应当建立药品
网络销售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并实施
保障药品质量与安全的配送管理制
度、投诉举报处理制度、网络销售药
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制度等，实现药
品销售全程可追溯、可核查。第三方
平台应当建立药品质量管理机构，配
备药学技术人员承担药品质量管理

工作，应当建立并实施保障药品质量
安全制度、交易记录保存、投诉管理
和争议解决、药品不良反应信息收集
制度、配送质量管理制度、处方审核
监控制度、药品信息展示检查监控制
度、处方药实名购买制度等。

去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联合出台的《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
意见》提出，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建立海南电子处方中心，作为支
持海南创新医药卫生领域市场准入方
式的举措之一。本次《规定》提出，在签
订协议后，药品零售企业可依托海南电
子处方中心进行销售，第三方平台可依
托电子处方中心提供交易服务。

我省就药品网络销售监管规定向社会征求意见

药品零售企业可依托海南电子处方中心进行销售

白沙白准村：

发展“旅游+”产业
壮大村集体经济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近日，
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可任村委会白准村民小组
举办白沙红阜龙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揭牌仪式，
同时启动同心岛旅游体验活动。据悉，这是一家
由可任村委会出资注册成立的企业，作为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运营平台，今后将因地制宜发展“生
态+旅游+红色+农业”产业，助农持续增收。

5月5日，从高处俯瞰白准村，一排排错落有
致又充满民族风情的房屋坐落在山腰间。山脚
下，蜿蜒的木栈道一路延伸向绿油油的稻田，沿线
设有休闲垂钓及特色果蔬采摘等项目。

阜龙乡副乡长羊成宇介绍，白准村是革命老
区。近年来，阜龙乡结合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打
造一条集红色文化、山地越野、徒步露营于一体的
乡村游路线。随着观景木栈道、特色民宿、特色果
蔬等体验项目建成投用，经白沙有关部门积极协
调推动，由可任村村集体出资并运营的白沙红阜
龙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今年“五一”假期前夕揭
牌运营，旨在更好地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持续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

下一步，该企业计划将白准村与邻村的红色
资源串联起来，并发展壮大当地百香果、益智种植
以及山鸡、黑猪养殖等产业，让“生态+旅游+红
色+农业”产业惠及更多乡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