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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邱肖帅 通讯员 黄良策

海南日报“海报监督”栏目6月3
日报道的文昌市违规养殖鱼塘“清而
不退”问题，引起文昌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该市立即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被
曝光的问题鱼塘限期处置和修复。6月
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文昌市多部门获

悉，目前这些问题鱼塘已经完成破坝，
不具备养殖条件，后续将根据填复地块
的土地性质进行复耕复垦。

针对鱼塘“清而不退”、退后未复
耕复种、珠溪河流域综合整治等问题，
6月5日，文昌市委主要负责人前往被
曝光的多个鱼塘实地调研并主持召开
珠溪河流域养殖清退土地整治利用专

题研究会。会议要求该市各级各部门
压实责任体系，主动担当作为，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全面做好养殖清退工作；
加大环保设施设备建设，采用“三池两
坝”、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等尾水集中
处理模式，促进养殖尾水达标排放。
总结前期清淤工作经验，组织专家评
估论证，合理制定河湖清淤模式，稳步

推进珠溪河清淤及综合治理。强化措
施手段，从源头上抓治理，严禁污水直
排入河、入海、入库。

文昌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文昌将
深入分析原因，找准问题根源和症结，
举一反三抓好整改，坚决杜绝类似问题
再次出现。并将加大执法力度，在严厉
打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的同时，进一步

加大宣传力度，教育引导群众摒弃侥幸
心理，坚决杜绝违法占用耕地、私自改
变耕地用途等行为。同时，文昌将创新
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把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与引进企业共建共享相结合，提
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解决退塘还田复
耕复垦难题，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本报文城6月6日电）

文昌将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引进企业共建共享 推动退塘复耕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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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投放110余万尾鱼苗
养护河流渔业资源

本报石碌6月6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黄兆雪 通讯员符长雨）为进一步保护和修复境
内河流水域生态，养护河流渔业资源，维护生物多
样性。6月6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在该县七叉镇尼下村昌化江水域和昌化镇大风村
昌化江水域开展2022年渔业增殖流放活动，投放
110余万尾鱼苗。

在七叉镇尼下村木棉观景台，该县农业农村
局工作人员、公证人员和验收专家三方人员对鱼
苗的质量、数量、体长规格及合格率以抽样的方式
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工作人员采用阶梯式管
道方式，将鱼苗投放到昌化江。

“我们通过检测水质、鱼苗寄生虫等，保证鱼
苗本身的质量，保障此次增殖放流活动顺利开
展。”海南大学吴小易团队项目成员周智愚说。

据了解，当天共投放鱼苗110余万尾。其中，
在尼下村昌化江水域投放 54.35 万尾鲢鱼苗、
54.06万尾鳙鱼苗；在大风村昌化江水域投放3.32
万尾倒刺鲃鱼。

“下一步将通过属地乡镇做宣传，让渔民保护
好生态资源。并将由海南大学第三方机构对放流
项目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做评估。”昌江县农业
农村局渔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梁永昌说。

海南启动乡村产业振兴
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

“头雁”领飞
振兴乡村

本报讯 （记者傅人意）近日，省
农业农村厅与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海
南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
雁”项目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方案》规定，自2022年起，
全省每年培育不少于150名“头雁”，
每年为每个市县培育10名左右“头
雁”，力争用 5 年时间培育不少于
75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
队伍，带动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形成“雁阵”。

“头雁”项目培育对象主要包括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社会化服
务组织负责人、市县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负责人、种养大户等6类人群。

《方案》指出，我省将通过集成政
策、聚集资源、集中要素和搭建平台等
方式，给予“头雁”全方位保障。

在系统培育方面，我省遴选2家
优质高等院校作为“头雁”培育机构，
采取累计一个月集中授课、一学期线
上学习、一系列考察互访、一名导师帮
扶指导的“4个一”培育模式，对“头
雁”开展为期1年的定制化、体验式、
孵化型培育。此外，我省将建立“双导
师”（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帮扶机制，
扶持“头雁”做大做强品牌。

在资金投入方面，“头雁”项目培
育经费每人2.5万元，由中央财政和
带头人个人共同承担，其中，中央财政
补助金额每人2万元。培育对象还将
享受专项信贷服务等金融保险支持。

在产业扶持方面，充分吸纳“头
雁”参与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美丽乡
村、共享农庄等重大项目建设和重点
工作中。此外，还将建立培育资源共
享共用机制，组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
人联盟，不断增强“头雁”的辐射带动
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我省开展政企面对面活动见成效，困扰企业10多年的遗留问题获解决

清理“旧账”亮新招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刘棠琳

在解开搁在心里10多年的“疙
瘩”后，这几天，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唐辉梅的心情格
外好。

什么“疙瘩”？谁来解？怎么解？
事情还得从2007年说起。

2007年3月，金鹿公司旗下分公
司海南洋浦格林置业有限公司通过招
拍挂方式，取得儋州市那大镇交通北
路西侧12.012亩商业用地的使用权
后，开始着手建设农机展示中心项目。

“该项目包括商业、住宅两部分，
建设过程很顺利，很快便全部出售并
交付使用。”近日，唐辉梅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就在该公司准备办理项目不
动产权证时，不同部门之间却出现了

“意见打架”的现象——
儋州市住建部门审批意见为“可

在商业用地内安排较大规模的住宅建
筑”，核发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也载
明房屋用途性质为商住楼，但该市规
划部门却发现该项目土地性质与实际
建设内容不符，需对土地性质进行变
更，才可以完成规划核实和后续办理
不动产权证事宜。

办证一事陷入僵局，该项目相关
负责人多次找到相关部门反映，但由
于机构改革变更等各种原因，事情一
拖再拖，眼看着成了一个无解的“死
疙瘩”。

“房子卖出去了，业主们迟迟拿不
到房产证，我们承受的压力可想而
知。”唐辉梅直言，这件事也让他们的
投资信心受挫。

直到去年底，金鹿公司抱着试一
试的想法，将问题反映至海南省营商
环境问题受理平台。接到企业投诉线
索后，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
室第一时间将问题转至儋州，并于
2021年12月13日召开“政企面对面”
座谈会，为政企双方搭建起一个“当面
锣、对面鼓”的沟通平台。

会上，一方直截了当反映诉求，
一方联动“会诊”，现场给出问题解决
路线图。会后，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专班办公室紧咬不放、多次督办，儋

州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也很快落
实相关部署。

去年底，儋州市资规局将农机
展示中心项目土地性质变更的请示
上报至儋州市政府，后者予以批
复。随后，金鹿公司按项目审批时
（2007 年）的标准，补缴 1.6 万元土
地性质变更费用。今年 2月，儋州
市资规局协助金鹿公司成功办理该
项目不动产权总证，并于今年 5月
完成分证办理。

“海南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真
能办成事！”唐辉梅说，在这一过程中，
她也看到了儋州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
门不回避问题、新官敢于理旧账的作
风之变，“这一态度重新给了我们投资

信心。”
问题到这里似乎已圆满解决，但

儋州市政府、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
班的工作并没有就此止步。

儋州市市长邹广表示，该市将把
解决难题的压力变为推动发展的动
力，从个案出发，举一反三，以制度化
的方式控制增量问题，解决存量问题，
营造让企业满意的营商环境。

“开设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就
是要给遇到营商问题的企业当好‘店
小二’。”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核
查督办一组工作人员颜斌说，专班将
依法依规解决企业诉求，打造更具竞
争力的营商环境。

（本报那大6月6日电）

白沙发布2022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

个人购车最高可补贴1万元
本报牙叉6月6日电（记者曾毓慧）白沙黎族

自治县政府近日发布消息，2022年个人购买新能
源汽车，将按照购车价格分档进行一次性奖励
2000至1万元。此次奖励实行总量控制，共计300
辆，其中省内县外户籍为100辆，该县户籍（或在本
县工作且缴纳社保满1年）为200辆，先后顺序以
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清单为准。

开人力资源公司，建孵化基地、就业驿站,
琼中多渠道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

让乡亲们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 见习记者 刘宁玥

创办人力资源公司，建设就业创业孵化基地
和就业驿站……今年以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多渠道保障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持续提升“家门
口”的就业环境。有关部门大数据监测显示，截至
4月底，琼中农民工人数已达3.29万人。

去年，得知琼中乡控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乡控人力公司）成立，不少村民自告奋勇
当起劳务带头人，组织乡亲们在“家门口”务工增
收。琼中廉租房项目、湾岭学校宿舍楼项目……越
来越多的项目建设现场中有了本地农民工的身影。

2021年7月，琼中开启“政府+人力资源公
司+农户”的劳务服务专班模式，政府摸底排查富
余劳动力基本信息和就业意愿，乡控人力公司安
排劳动力转移就业。

对于基础能力差的农民工，乡控人力公司先
培训，再让其上岗，之后以工代训，以实操磨炼技
术。据悉，目前建筑劳务培训已开办3期，培训了
170名工人。“培训+输出”，乡控人力正探索打造
琼中特色劳务品牌，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0基础”也能创业？海南琼中新寨建设综合
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冰没想到，今年3月开始创业，
不到3个月，他就组建起一支近30人的团队，干
工程、做养殖，最忙碌时吸纳近百人务工。

“点子变成金子，多亏县孵化基地手把手指
导。”陈冰口中的“孵化基地”，指的是琼中就业
创业孵化基地。基地遴选成立由企业家、专家
等组成的32人创业导师团，辅助陈冰完成公司
规划、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助推公司扩容增
资。目前，从该基地获益的企业有59家。

琼中县就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打造“互
联网+公共就业服务”新模式，今年以来，平台共
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活动共14场，进场招聘企业
341家，提供就业岗位18037个；累计带动就业
2337人次，辐射带动脱贫劳动力14752人次、低
保户3023人次。

此外，今年以来，琼中共开展多旋翼无人机操
作、养老护理员等职业技能培训32期，1854人受
训，让农民工走上更优质的岗位。

（本报营根6月6日电）

■ 本报记者 谢凯

“忙，这一个月内我们还要按照
黎族的传统习俗摆米缸、放置平安叶
等，寓意平安健康顺意。”6月6日下
午，五指山市通什镇报龙村格什村民
小组村民黄政锋在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生态搬迁（五指山市）安置工
程的新房里忙着打扫卫生。

6月6日上午，五指山市在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搬迁（五指山市）
安置工程现场举行首批村民搬迁入户
仪式，该市涉及搬迁的5个村民小组首
批40户村民正式搬进新家。接下来，
剩余村民还将分批拿到钥匙入住新房。

在现场，海南日报记者看到，4幢

刚建好的楼房错落有致，并配置有花园
广场和地下车库。走进屋内，每幢楼都
配置2部电梯，瓷砖通铺，每户人家统
一安装热水器、燃气灶等生活设备。

“比起老村，生活环境好太多
了。”聊起搬迁的故事，51岁的报龙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健全感慨
道，报龙村距离五指山市区约17公
里，村民骑着摩托车跑一趟要耗费大
约40分钟。

王健全说，村民搬迁后，孩子能
就近上学，老人能就近就医，相信日
子会越过越好，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也将得到更好的保护。

村民生活的改变得益于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根据《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划定的
核心保护区范围，五指山市通什镇报
龙村委会小明形村、什格村、报龙村；
太平村委会新平村，畅好乡保国村委
会毛庆村等2个乡镇5个村小组在划
定的核心保护区范围内，143户491
人需要进行易地搬迁，为野生动植物
腾挪出更多栖息空间。

2020年，五指山市启动该市生
态搬迁工作，充分征求村民意愿，制
定多个搬迁工作方案、选址建设新
房，全市单位部门挂点联系每一户村
民，确保生态搬迁达到“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的目标。

“我昨晚就已经在新房子里睡了
一晚！”黄政锋坐在新买的沙发上告

诉记者，他家3口人，政府帮忙配置
了一部分家具，减轻了他的负担，他
已经报名了2个公益岗位，未来的生
活他并不担忧。

黄政锋的话有着事实支撑。五
指山市通什镇政府工作人员罗杏红
向记者介绍，根据搬迁工作方案，村
民们有公益岗位、临街店铺收入、就
业创业补贴等各种帮扶举措，下一
步，将继续充分考虑村民合理合法的
利益诉求，安排好每户家庭的就业岗
位，加大力度扶持村民发展产业。

走出楼房，一些搬迁村民们订购
的床、餐桌及部分家电家具陆续送到
小区楼栋的门口，小区里，生活气息
越来越浓。（本报五指山6月6日电）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搬迁（五指山市）安置工程建设完成，首批搬迁村民入住

搬进新家园“迁”入新生活
白沙举行农作物秸秆禁烧和
综合利用现场观摩培训活动

专家田间“开良方”
本报牙叉6月6日电（记者曾毓

慧 通讯员陈权 李莹）“以前只晓得割
完稻谷就把秸秆烧了，没想到还有这
么好的技术能让秸秆变成肥料！”6
月6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在牙叉镇营
盘田洋举办全县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
合利用现场观摩培训活动，营盘村群
众符吉忠聆听完农技专家授课后颇有
感触地说着。

当天，培训活动邀请海南大学和
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专家深
入田间地头向乡镇干部和群众讲授如
何做好秸秆综合利用相关知识。

下一步，白沙将加大宣传和培训
力度，提高群众参与秸秆禁烧综合利
用的积极性，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引导
和支持农户积极做到秸秆还田利用。

省内县外户籍购车者

购车价格在 10万元以下的

予以每辆车奖励2000元

价格在 10万元（含）至20万元（含）的

每辆车奖励4000元

价格在20万元以上的

每辆车奖励6000元

该县户籍
或在该县工作且缴纳社保满1年的购车者

价格在 10万元以下的

每辆车奖励5000元

价格在 10万元（含）至20万元（含）的

每辆车奖励8000元

价格在20万元以上的每辆车奖励 1万元

符合奖励条件的汽车销售企业
每销售一辆新能源汽车新车

可获奖励2000元

总额不超过30万元

制
图/

孙
发
强

6月6日，在万宁长丰镇，万宁中学学生李欣怡帮父母抛秧。6月6日，在万宁万城镇，万宁中学学生邢钰浠帮助父母炸油条。

开展劳动教育 促进全面发展
“双减”政策落地后，万宁中学落实推进以劳育德，积极开展劳

动教育系列活动，把劳动教育和生活技能培训及兴趣培养相结合。
通过该活动，学生在学会生活技能的同时，培养了兴趣和爱好，懂得
了关爱和付出。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6月6日，在万宁市乌场港，万宁中学学生蔡礼艳（中）向长辈学补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