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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万城6月28日电（记者张
惠宁）6月28日上午，国家潜水南方
训练基地揭牌仪式暨加井岛潜水启
幕活动在万宁市石梅湾旅游度假区
举行.仪式上，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
动管理中心宣布6月28日定为“中国
潜水日”。

活动精彩纷呈，现场举办了潜水
装备展、“美人鱼”装备展、加井岛潜水
开放体验及交流、摄影师与“美人鱼”

水下摄影采风活动等，来自全国各地
的潜水爱好者、水下摄影师尽情享受
来自海底世界的浪漫邀约，充分展现
潜水时尚休闲运动的独特魅力。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
心，万宁市委、市政府和华润联手共
建石梅湾国家潜水南方训练基地，不
仅要将其打造成集潜水技能教学培
训、高水平国际潜水体育文化交流和
高科技潜水运动装备引进研发的高

地，而且要把石梅湾加井岛建设成国
家级潜水活动示范区，并通过专业化
潜水科普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人们
的海洋环保意识，推动我国潜水运动
活动更加安全、标准、规范地发展。”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
要负责人表示。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万宁
自然资源禀赋优异，尤其是加井岛等海
域珊瑚形态各异，生态系统保持良好，

潜水资源丰富多样，相信石梅湾必将成
为享誉全球的世界级潜水胜地。

华润置地海南公司负责人表示，
国家潜水南方训练基地落户万宁，是
借助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有
利契机，不断推进“体育+旅游+产业”
的深度融合发展的举措，该公司将着
力将其打造为国际体育旅游消费的目
的地，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据了解，加井岛位于海南万宁境

内，全岛面积约0.18平方公里。加井
岛周边海底分布有崎岖多姿的珊瑚
礁、品种繁多的水生物与色彩斑斓的
热带鱼，形成壮观的海底世界，是优质
的潜水天堂。

此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
动管理中心、中国滑水潜水摩托艇运
动联合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万宁市人民政府、华润置地有限
公司联合主办。

国家潜水南方训练基地落户万宁
6月28日定为“中国潜水日”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易
宗平）为确保申领失业保险待遇的政
策迅速落到实处，近段时间，我省推行

“三免”经办模式。
“三免”经办模式包括：“免跑即

领”,推行网上办理，减少经办接触，降
低聚集风险。失业人员可登录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
保卡小程序等渠道申领。“免证即办”,
全面取消证明材料、申领时限、捆绑条
件和附加义务，失业人员申领不用提供
失业证明，不用转移职工档案，不用现
场签到，仅凭身份证或社保卡就可申
领。“免登即发”,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

险金，可先发放后办理失业登记，申领
失业补助金不用办理失业登记模式。

据了解，今年以内，我省实施普惠
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大型企业
按企业及其职工2021年实际缴纳失
业保险费的5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
90%返还。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参保企

业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
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

我省失业人员的保障范围，包括
2022年新发生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
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失业停保且不符
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
员，参保缴费满1年的每月发放600元，

参保缴费不满1年的每月发放300元。
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说，海南失

业人员不分参保地、工作地、户籍地、
居住地，只凭身份证或社保卡即可就
近办理就业失业登记、失业保险金申
领、失业补助金申领等业务，原则上不
再提供佐证材料。

三亚开展危房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三亚6月28日电（记者李梦楠）海南日

报记者6月28日从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
日前，该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危房专项整治行动。

在三亚外币免税企业有限公司职工宿舍楼
墙上，一块红色的危房标识牌引人注目，牌上信
息显示，此建筑为D级危房，并标注了“危房危
险，请勿靠近”的字样。“鉴定为D级危房后，我
们迅速劝离危房住户，并对危房进行围挡。”三
亚市天涯区有关负责人介绍，经入户排查，该栋
房屋内共居住2户企业职工和6户租户，在多部
门的积极协调下，目前该处住户已全部搬离。

“及时劝离的同时，我们也为符合条件的住户准
备了一批公租房供他们租住。”

“我们将严格按照标准开展违法建筑排查工
作，进一步消除全市自建房安全隐患，保护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整治行动中对三亚市天涯区18栋和崖州区
7栋建成区房屋排查出的违法建筑，明确属地政
府为责任单位，执法部门将按照“两违”整治标准
进行处置。

据悉，当前三亚排查出的破坏性拆除未放倒
的违法建筑74栋，已采取措施确保安全。对审批
的770处临建进行排查，已完成核查717处，其中
已拆除358处。

申领失业保险待遇更便捷

我省推行“免跑即领+免证即办+免登即发”模式

我省提高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肖
海军）海南日报记者6月28日从省民政厅获悉，
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从2022
年6月起调整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特困
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通知明确，除海口、三亚外，各市县城市低保
标准从530元/月提高至610元/月，农村低保标
准从425元/月提高至530元/月，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标准从690元/月提高至800元/月。

通知要求，各市县要充分认识到做好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
实兜住、兜准、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底
线。各市县要在2022年7月10日前，按照新标
准将保障金发放到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手
中，并同时向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补发
2022年 6月份提标增加的救助金（2022年 6月
份、7月份退出低保、特困保障范围的，不再补
发救助金）。

据悉，目前，海口城乡低保标准为610元/月，
三亚城乡低保标准为700元/月。

此次提标后，海南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628
元/月，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577元/月，城乡低
保差距进一步缩小。免跑即领

推行网上办理，减少经办接触，降低聚集风险。
失业人员可登录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
务平台、电子社保卡小程序等渠道申领。

免证即办

全面取消证明材料、申领时限、捆绑条件和附加义务，
失业人员申领不用提供失业证明，不用转移职工档案，
不用现场签到，仅凭身份证或社保卡就可申领。

免登即发

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金，可先发
放后办理失业登记，申领失业补助
金不用办理失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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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太古可口可乐举行
“纯悦平安校园”活动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近日，海南太古可口可
乐饮料有限公司开展的2022年“逐梦未来 纯悦
守护平安校园”之6·26禁毒教育宣传专场活动，
走进了海南昌茂花园学校高中部。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校园毒品预防教
育宣传力度，增强广大青少年学生识毒、拒毒、
防毒意识，努力营造全民禁毒良好氛围。在活动
中，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民警以“禁毒小课
堂 ”的形式给同学们详细讲解了毒品的种类、新
型毒品的伪装形式、识别技巧、如何远离毒品以
及吸食毒品的危害等知识，结合身边鲜活的案例
警示同学们提高警惕，自觉抵制不良诱惑。现场
开展的“禁毒知识竞赛”气氛热烈，同学们积极
踊跃回答问题。

海南锦绣世界
文化周开幕

本报海口6月28日讯（记者尤梦
瑜）6月28日，2022年（第二届）海南
锦绣世界文化周（以下简称文化周）在
海口开幕。延续2020年首届文化周

“传承 创新 共创锦绣世界”主题，本
届文化周以更开阔的视野，汇集全国
优秀传统织绣印染技艺精品，推动锦
绣文化交流。以极富设计感的云洞图
书馆为“幕”，当晚，文化周开幕式为海
口市民游客奉上别开生面的“衣被天
下”时装大秀表演。

作为本届文化周活动的“重头
戏”，当天上午，“锦绣世界——2022
年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织绣印染
技艺精品展”在海口会展工场开幕。

28日下午，“锦绣世界”非遗传承与
传播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工作座谈会
在海口召开。来自文旅部和各省市文
旅系统相关负责人以及科研机构、高等
院校代表围绕非遗助力海南自贸港建
设、非遗连接当下生活等展开交流。

此次文化周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协会指导，省旅文厅和海口市
政府共同主办，为期4天。精品展将展
至7月1日，公众可于每日上午10时
至晚上9时免费参观，参观需通过“海
口会展工场”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 6月28日，2022年（第二届）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开幕式“衣被天下”时装大秀现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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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由于荔枝保质期短、货损率高，导致荔枝经
销商对于北方市场的销售意愿相对较弱。近年来，随
着海口物流供应链的提效，热带水果运输速度和效率
不断提升，最快只需隔天，海口的荔枝就能运达北方。

今年，为保障荔枝运输空路畅通，海口美兰机场
成立专门保障小组，在舱位批复、收运过检、组板装
机等全流程给予“绿色通道”服务。联合顺丰、邮政
等快递公司开通南京、深圳、杭州等全货机航空专线
并调动客机空余腹仓的散航资源。

在美兰机场的沟通协调下，5月10日至6月10
日的荔枝运输高峰期，由中国邮政航空公司执飞的

“海口-南京”正班航线在周一至周五运行5班的基
础上，每周末加开2班，实现“每日飞”，为海南荔枝

“极速”送达全国保驾护航。
同时，海口邮政也有效提升空运、陆运干线运输

能力，保障荔枝寄递服务顺畅。通过加密海口—南京
全货机航线，开通“极速鲜荔枝专线”，确保55个城市
实现次日投递，203个城市实现隔日投递。邮政、顺
丰等企业还在大型果园、集中交易市场等地增设临时
收寄点，快速推动荔枝“出村进城”，确保全国各地消
费者能及时品尝到从“枝头”到“舌尖”的美味。

此外，海口新海港、秀英港也开辟荔枝车绿色通
道，确保荔枝车安全快速出岛。据了解，该绿色通道
保障荔枝车在港区享受从预约购票、进港待渡、登船
一条龙顺畅服务。同时通过保障船舶定点发班，缩
短航行时间，确保荔枝车能够快速出岛。

（策划撰稿/贾嘉）

严格把控分拣环节品质，在物流供应链上提速升级

海口火山荔枝“鲜”到千家万户

6月已经接
近尾声，今年的
海口火山荔枝季
也迎来了收官。
不少省外的消费
者反馈，今年在
网上采购的海口
火山荔枝，物流
更 快、口 感 更
好。这背后得益
于海口在分拣环
节的品质把控，
在物流供应链上
的提速升级，让
新鲜美味的海口
火山荔枝能够快
速“鲜”达全国。

建现代化分拣中心对荔枝作预冷处理

物流供应链提速让荔枝高效出岛

海口永兴果农捧着火山荔枝王。 高林 摄 工作人员对海口火山荔枝进行预冷、分拣。（海口市秀英区宣传部供图）

唐代白居易的《荔枝图序》就有记
载，荔枝“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
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
尽去矣”。因此，保鲜成为荔枝销售品
质的关键所在。

海南青农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黄时京是土生土长的海口永兴人，
他回忆：“小时候，果农家里没有冰箱。
家家户户都是把摘下的荔枝放在透气

的竹筐里，挑到市区去卖。为了给荔枝
保鲜，框上还要盖一层树枝，以免荔枝
受到高温暴晒。就算是卖出岛，最多也
就卖到广东，再远荔枝就要坏掉了。”

近年来，为确保荔枝的品质和新鲜
度，规范火山荔枝产品标准，海口打造8
个现代化标准化分拣中心。分拣中心
可对荔枝进行预冷处理，并进行标准化
分拣与打包，让全国的消费者都能品尝

到荔枝的第一口“鲜”。
“荔枝丰收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凌

晨4点就赶到果园，趁着天没亮把荔枝
摘下来，确保荔枝的新鲜口感。”永兴镇
建中村委会南岛村小组村民吴玉选说。

永兴电商服务中心负责人王聚鹏
介绍，因夏季气温高，果农摘下来的
荔枝会被立刻送往永兴电商服务中心
的集散中心的冷库或放入冷水中进行

预冷处理。同时，工人也将按果品等
级对荔枝进行分拣，从源头保证水果
质量。

“为保障物流畅通，海口建立产销
对接机制，实现‘海口火山荔枝’供需信
息共享，整合仓储保鲜冷链设施，确保
荔枝集中储藏保鲜，冷链转运，缩短货
品产地集货时间。”海口市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