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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邱
江华）海南日报记者5月11日从省社
保中心获悉，日前我省印发《海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三部门关于开
展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
费工作的通知》，明确我省阶段性实施
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
保险费、工伤保险费（以下简称三项社
保费）有关事项。

据了解，缓缴适用于餐饮、零售、旅
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企业三项
社保费的单位应缴纳部分。上述行业

中以单位方式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雇工
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单位，参照企业
办法缓缴。对职工个人应缴纳部分，企
业应依法履行好代扣代缴义务。以个
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2
年缴纳费款有困难的，可自愿暂缓缴费
至2023年底前补缴，缴费基数在2023
年我省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
主选择，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费
款所属期为2022年4月至6月。失业

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
为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在此期
间，企业可申请不同期限的缓缴。已
缴纳所属期为2022年4月或5月费款
的企业，从5月或6月起申请缓缴，缓
缴月份相应顺延，也可以申请退回4月
或5月的费款。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在缓缴期限内，企业可根据自身经
营状况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缓缴
三项社保费。新开办企业可自参保当
月起申请缓缴；企业行业类型变更为上
述行业的，可自变更当月起申请缓缴。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企业是否适用
缓缴政策时，以企业参保登记时自行申
报的行业类型为依据。现有信息无法
满足划分行业类型需要的，实行告知承
诺制，由企业出具所属行业类型的书面
承诺，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补缴费款方面，企业原则上应
在缓缴期满后的一个月内补缴缓缴的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款；缓缴的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最迟于2022年
底前补缴到位，期间免收滞纳金，税务
部门应及时提醒企业补缴。企业可根

据实际需要，提前申报缴纳缓缴的费
款，税务部门应及时征收。企业依法
注销的，应当在注销前缴纳缓缴的费
款，相关部门按照注销流程及时办理。

此外，缓缴失业保险费不影响企
业享受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和稳
岗返还政策、不影响参保职工享受技
能提升补贴政策、不影响参保失业人
员享受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等相
关待遇。缓缴工伤保险费不影响企业
享受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和
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我省印发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通知

餐饮等五类行业可缓缴三项社保费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
计思佳）从5月开始，海口市第二十
六小学东校区的学生们可以美美
地睡个午觉了。该校引进的一批
新式课桌椅正式投入使用，只要把
桌面一升、扶手一抽，课桌椅就可
变身为“折叠躺椅”，让学生们的午
休从“趴睡”变“躺睡”！

5月11日中午12时30分，海南
日报记者来到该校采访。此时，同
学们已吃完午餐走进教室，开始为
午休做准备。记者注意到，这套新
式课桌椅呈现课桌和椅子一体化结
构，课桌侧面有调节桌面高度的手
柄，桌子下方有一块可移动板和储
物盒。课桌棱角处采用圆滑设计，

可降低同学们磕碰受伤的风险。
“同学们，午休时间到了，我们

现在开始给课桌‘变身’，看谁做得
又快又好！”随着老师的一声令下，
同学们全都站到桌子侧面，卖力摇
着手柄，将桌面升到了最高处，再将
椅子靠背放下，原来的课桌椅就变
成午休床了。

随后，同学们从躺椅下方的储
物盒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小毯子、小
抱枕。躺下后，课桌下方的板子变
成了平躺放脚的地方。

“爸爸妈妈白天要上班，中午
没时间接我回家休息，所以让我在
学校午睡。”该校一年级学生陈炣
潆说，自己很喜欢这套课桌椅，躺

着睡、侧着睡都很舒服。
海口市第二十六小学校长张

学秀介绍，为了解决家长中午接送
孩子的难题，该校东校区自5月5
日起推出午餐午休服务。“东校区
去年9月份开始招生，目前只有一
年级10个班共515名学生，报名参
加午餐午休的学生共72人。学校
午休宿舍还在施工，目前没有场地
供学生午睡。若让这些学生中午
趴在课桌上睡，不利于他们的生长
发育，学校此次引进的新式课桌椅
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张学
秀说。

据介绍，为响应国家“双减”政
策，解决家长中午接送学生的后顾

之忧，海口近年来加快推动中小学
校内午餐午休工作。从家长们反
馈的情况来看，虽然对午餐质量比
较满意，但认为孩子在学校的午休
质量不高。因海口市中心的很多
学校场地有限，没有午休宿舍，学
生中午只能趴在桌子上睡，或在教
室里打地铺。为解决这一痛点问
题，从本学期开始，海口部分学校
引进了可变身“午休床”的新式课
桌椅。

记者了解到，目前，海口市第
二十六小学东校区引进了150套
新式课桌椅，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
坡巷校区引进250套，均已投入使
用。

海口部分学校引入可折叠课桌椅，提高学生午睡质量

课桌椅变“午休床”学生休息有保障

5月23日至6月14日

海口将举办4场
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邓海宁）5月11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获悉，
为拓宽留才引才渠道，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留琼
就业，该局将于5月23日至6月14日期间陆续举
办4场校园专场招聘会，海口有人才需求的企事
业单位均可报名免费参会。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主要面向海口离校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及2022高校应届毕业生，搭建与用
人单位交流对接平台，并提供就业指导、政策咨
询、人才测评等精细化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
高质量就业。

本次招聘会首场将于5月23日8：30-12：00
在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洋校区）举办，第二场于5
月25日8：30-12：00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第三场于5月29日8：30-12：00海南大学举办，
最后一场将于6月14日8：30-12：00在海南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每场招聘会将邀请100家或
以上用人单位免费入场招聘。

目前，招聘会已开放企业报名通道，用人单位
可通过咨询电话0898-32854302或18689637290
（微信同号）联系工作人员，并提交公司最新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招聘简章等资料报名参会。

受广东地区强降雨影响
进出岛旅客列车
调整运行方案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何芸 李春强）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因
受广东地区强降雨影响，进出岛旅客
列车调整运行方案。具体如下：

5月10日至11日北京西开Z201
次运行至广州终止，5月11日至12日
三亚开Z202次改为5月 12日至 13
日广州始发；

5月11日至12日衡阳开K6511
次、海口开K6512次停运；

5 月 10 日至 11 日哈尔滨西开
Z114/1次运行至广州终止，5月11日
至12日海口开Z112/3次改为5月12
日至13日广州始发。

铁路部门提示：近日有出行计划
的旅客出行前请关注铁路12306网站
及车站公告，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
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定安龙门荔枝迎来丰收
产值预计超6500万元

本报定城5月11日电（记者叶媛
媛 通讯员毛景慧）5月11日上午，海
南日报记者走进定安县龙门镇光辉岁
月农庄荔枝果园，只见鲜甜爆汁的荔
枝挂满枝头，数十名农户正忙着采摘。

果园里，沉甸甸的妃子笑荔枝压
弯了枝头，“我们农庄今年种了120亩
荔枝，预计产量可以达到35万斤至
40万斤。”农庄负责人周庆丰说。

据悉，荔枝是龙门镇着力打造的特
色高效农业之一。近年来，当地通过发
展荔枝等种植产业，做强做优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小小的
荔枝逐步成为当地农民的“致富果”。

目前，龙门镇荔枝果树种植面积近
万亩，种植农户370余户，带动从事荔枝
务工人数6000余人，总产量约为800万
斤，预计今年荔枝产值6500万余元。

为了进一步打响定安龙门荔枝品
牌，从5月13日起至23日，龙门将举
办荔枝采摘节，活动期间，游客仅需付
费19.9元，就可入园尽情品尝。

海南荔枝“极速”
送达全国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黄文
燕）海南新鲜荔枝当天18时前打包封
装，什么时候能送到省外客户手中？“第
二天中午就能收到。”5月9日，在海口
市三门坡荔枝打包处理现场，工人们紧
张有序地将当天一早采摘下来的荔枝
进行打包封装，海南青农创业园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黄时京一边协调一边说：

“邮政的极速鲜寄递业务开通‘海口-南
京’邮航航线后，很多城市都能实现次
日达、隔日达。比如，9日18时前，我们
打包好的荔枝通过邮航，很多城市的客
户第二天中午就能收到。”

“五一”过后，海南荔枝逐渐进入上
市高峰期，为保证荔枝从果园采摘后以
最快的速度送达全国各地，让消费者品
尝到新鲜甜美的海南荔枝，中国邮政通
过加密“海口-南京”邮航正班航线，运
输“极速鲜荔枝”。5月10日至6月10
日，“海口-南京”邮航正班航线在每周
周一至周五运行5班的基础上加开周
末2班，实现每天通航，为海南荔枝“极
速”送达全国保驾护航。

“线上通过邮乐网、邮乐优鲜社区
团购等平台进行荔枝推介，线下通过
自提和落地配等形式进行荔枝推广，
有效打开荔枝销售渠道，助‘荔’出
岛。”海南邮政相关负责人说。

环剥树皮钻孔注药毒死林木
一男子认罪认罚获缓刑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罗凤灵 马康）“根据陈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
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海南二中院当庭作出一审
判决，陈某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1
年，并处罚金1000元。”5月11日上午，海南省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吴育森敲响法槌，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环境资源巡回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一起滥伐林木案。

昌江男子陈某因环剥树皮钻孔注药毒死林
木，被公诉机关以滥伐林木罪提起公诉并追究其
刑事责任。经审理查明，2021年8月，陈某为占
用林地种植政府发放的益智苗、草寇苗，在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洪水管护站附
近林地，将林木钻孔或者环剥树皮后注入农药“草
甘膦”，导致林木枯死。经鉴定，被毁林木地类为
乔木林（地），森林类别为II级公益林（地），林地保
护等级为II级，林木种类为天然阔叶树，主要为白
锥、五桠果等，共31株，均不属于国家或海南省重
点保护植物，总蓄积量11.9402立方米。经认定，
被毁坏的31株杂木认定价格为4179元。

2021年12月23日，陈某主动到海南省公安
厅森林公安局霸王岭林区分局投案。2022年2
月10日，陈某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
王岭分局达成生态修复协议，将在规划的7亩林
地进行造林修复。2022年2月16日，陈某在值班
律师的见证下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海南二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违反森
林法的规定，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以环剥树皮、钻孔注射
农药等方式破坏林木且数量较大，其行为已构成
滥伐林木罪。鉴于陈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且认罪认罚，真诚悔罪，依
法可从轻处罚，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
不良影响，对陈某可以宣告缓刑。

宣判后，陈某当庭表示不上诉。

杭州亚运会帆船项目
选拔赛在博鳌举行

本报博鳌5月11日电 （记者袁宇 王黎刚
通讯员林精）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杭州亚
运会帆船项目选拔赛暨2022年全国水翼帆板&
风筝板冠军赛在博鳌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
名选手参赛。比赛将持续至5月14日。

据了解，水翼帆板将取代RS：X级成为2024年
巴黎奥运会的帆板正式比赛项目，风筝板已成为
2022年杭州亚运会、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正式比
赛项目。本次赛事期间，将分别进行全国帆板冠军
赛（水翼帆板级）和全国风筝板冠军赛的奥运级别项
目和青年级别项目的角逐。本次赛事还设立水翼帆
板级团体和水翼风筝板团体项目，来自福建、广东、
海南、广西、四川、浙江等各省份代表队运动员及全
国各地俱乐部的百余名参赛选手。

每年的3月至6月，博鳌的南风稳定有力、气
温舒适，非常适合开展竞技。比赛期间，水翼帆板
激流勇进，五彩斑斓的风筝板踏浪前行，参赛选手
们在浪尖起舞，绘就海天之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 本报记者 袁宇

秸秆是“垃圾”，只能烧？当然不
是！放对了位置，小秸秆也是一项大
产业。

5月11日，走进位于琼海市嘉积
镇的海南益芝祥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
产基地，一排排高高的架子上摆满了
圆柱形枕状菌包，菌菇的气味扑鼻而
来。这是该公司生产秀珍菇的基地。

秀珍菇与秸秆有何关联？答案
就在菌包上。

该公司总经理邹汉亭透露，秸秆
回收后，经粉碎、加料搅拌、发酵、装
袋、高温灭菌、接种等程序制成菌包，
可以培育出蘑菇、灵芝，“秸秆透气性
好，是制作菌包最好的原料。”

在秸秆制成的菌包里，秀珍菇长
得又快又好。“菇发出来后，几个小时
就得摘。”邹汉亭说，一个用7斤秸秆

粉末等制成的菌包，能产出5斤秀珍
菇，“基地每生产1000个菌包，约需
秸秆2000斤。”

不过，7斤的菌包中剩下的2斤渣
质怎么处理？“剩下的可是上好的有机
肥。”邹汉亭解释道，菌包中的糖分、纤
维素等在种植秀珍菇的过程中已经被
消耗，剩下的物料中富含有机质以及
氮、磷、钾等，还田使用既肥田又环保。

蘑菇、灵芝等高价值作物，再加
上高品质有机肥共同构成了秸秆离
田产业链，实现全流程绿色利用。

这项产业成为了嘉积镇黄崖村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支柱。由
秸秆原料制成的菌包提供给村民，再
由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利用房前屋后
的林地种植培育，最后由公司以保底
价收购。

“今年到目前为止，只收到1万
吨秸秆，缺口很大。”邹汉亭告诉记

者，公司生产基地占地面积约 120
亩，每年需求20万吨至30万吨。如
果收不到足够的秸秆，公司只能收购
椰糠、树皮等作为替代。

记者在基地里看到，环卫工人在
城市保洁中收集的枯枝落叶等绿化
垃圾，也被拉到该基地进行产业化利
用。这些绿化垃圾在经过专业设备
粉碎处理后，也能成为菌包原料以及
有机肥。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生产10万
吨有机肥，将消耗约25万吨各类秸
秆。”邹汉亭告诉记者，为了鼓励农户
将田间的秸秆送来基地，该公司以秸
秆、有机肥2：1的比例向农户置换秸
秆，“每送来2吨秸秆，我们就置换1
吨有机肥。”

琼海市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
员尚艳双介绍，目前该市已全面发动
党员干部下田头、问农户，做好秸秆

禁烧与回收工作，通过秸秆循环利用
解决秸秆焚烧造成的空气污染等问
题，同时扶持绿色产业发展。

记者了解到，省农业农村厅日前
也印发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指
导方案，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农用
优先、多元利用，因地制宜、整县推进
的原则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
术。其中探索符合市县本地实际的
秸秆综合利用模式将是近年该项工
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省里高度重视秸秆综合利用，
这是我们加速发展的好机会。”邹汉
亭说，当前海南有机肥市场需求旺
盛，企业正扩充产能，扩大产业规
模，“新进的生产线设备正在安装，
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我们希望
让秸秆成为一项重要的绿色产业，
带动更多农户成为绿色循环农业的
受益者。” （本报嘉积5月11日电）

秸秆出菇、菌包制肥……琼海探索秸秆离田产业化利用

废弃秸秆上长出循环农业

我省两名护士获评
全国“杰出护理工作者”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马珂）5月10日，
中华护理学会2022年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以线上
直播形式召开。会上表彰了60名中华护理学会
2022年“杰出护理工作者”，海南省人民医院陈晓
玲、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陈洪娇获此殊荣。

据悉，“杰出护理工作者”是中国护理界一项
重要荣誉，主要授予在我国护理各个领域中取得
优异成绩、为人民健康及护理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的护理工作者，每年推荐评选一次。

当天下午，我省召开2022年海南省护理学会
护士节表彰大会。会上，海南省护理学会还对省
内103名优秀护士、2名优秀老师进行表彰；对
2021年度优秀论文获得者及护理新技术获奖者
给予表彰；对745名援沪护士给予奖励。

5月11日中午，海口市第二十六小学东校区学生使用可折叠课桌椅午休。 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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