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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林芳羽）8月1日，“学习强国”
东方融媒号正式上线，“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上有了展示东方形象、讲
好东方故事、传播东方声音的学习
宣传阵地。

“学习强国”东方融媒号由中
共东方市委宣传部主办，开设“今

日东方”“党建东方”“自贸东方”
“文明东方”“乡村振兴”“东方是个
好地方”6个栏目，以图文、视频、图
集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展示东方在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
等方面的发展成就和典型经验，努
力打造滨海城市带的节点城市和
亮点城市，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扛起
东方担当。

“学习强国”东方融媒号将依托
融媒体中心资源优势，不断丰富内
容、彰显特色，努力打造成该市党员
干部群众“学思践悟新思想”的掌上
课堂，以拼搏奋斗姿态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如何订阅“学习强国”东方融媒
号？方法一：打开“学习强国”App，
搜索“东方融媒号”，点击订阅即可
浏览学习；方法二：打开“学习强国”
App，在地方平台里找到“海南学习
平台”，进入后点击“订阅”右侧的小
箭头，在下拉菜单中找到“东方融媒
号”，点击订阅即可浏览学习。

《这里是海南：秘境寻踪》第三季上线
首集探访雨林动物的“网”上生活

“学习强国”东方融媒号正式上线

省公安厅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专项督察

共派出19个驻点督察组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

炜森 杨笑） 8月1日，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
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专项督察动员部
署会，自即日起至9月底，派出19个驻点督察组
对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专项督察。

会议指出，全省公安机关要把“百日行动”作
为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工作的重要载体，作为“喜
迎二十大、忠诚保平安”主题实践活动的具体举
措，紧密配合督察检查，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全省
公安机关要准确把握专项督察的目标任务和工作
要求，要从政治站位、责任落实、助力执法、队伍建
设等方面督察“百日行动”，确保精准靶向监督，查
改问题一针见血。

会议宣读了19个驻点督察组组长授权任职
及任务分工的决定以及《海南省公安机关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专项督察工作方案》。19
个驻点督察组将紧密围绕思想认识、政治建警、全
面从严治警等9个方面内容，坚持点面结合和问
题导向，坚持明察暗访相结合，在全省各市县开展
专项督察。

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播出

介绍海南农信
助力乡村振兴做法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陈蔚
林）8月1日晚上第39期海南省乡村
振兴电视夜校播出的“农村金融助力
乡村振兴”特别节目，邀请到海南省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乡村振兴金融部副总
经理黄海军，介绍海南农信金融服务
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做法。

乡村振兴，金融助力。黄海军介
绍，2021年，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党委
班子提出了“三三四五”的新发展理
念，即“三对、三转、四服务、五大目
标”。“三对”是对照自贸港建设找需
求、对标国内一流农商银行找差距、对
标各项监管指标找短板；“三转”是从
靠政策、靠资源生存向靠产品、靠服务
发展转变，从行政手段管理为主向市
场化方式运作转变，从单一重视信贷
投放向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转变；“四
服务”即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服务海
南“三农”经济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服务海南百姓共同富裕；“五大目
标”则是抓聚焦主责主业做乡村振兴
的银行，抓全面风险管理做健康运行
的银行，抓重点领域改革做充满活力
的银行，抓班子队伍建设做专业敬业
的银行，抓党建引领业务做清正廉洁
的银行。

他表示，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拥有庞
大的基础客群、长期深耕形成的人缘地
缘优势，以及富有经验的“三农”客户经
理团队、较为成熟的业务流程，将继续
探索“党建+金融”模式，坚持党建引领
业务发展；制定专项措施，坚持助推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助力抗疫纾困，坚持
支持实体经济恢复；聚焦特色产业，坚
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突出重
点领域，坚持支持渔业转型升级；推进
整村授信，坚持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出
台系列产品，坚持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本期节目将于8月7日16时10
分在海南卫视重播。观众也可以从海
南网络广播电视台官网下载“视听海
南”手机客户端收看。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夜访万宁市
田新村——距离日月湾约1公里的黎
族村庄，这个有540户 1977人的村
庄，近年因为冲浪运动成了网红村。
当地人说，在夜晚，更能感受田新村发
生的变化。

当天22时许，记者开车进入田新
村，此时村里的一家家餐馆仍灯火通
明。2020年至今，村里已有15家餐
馆开张，26家新装修民宿也已对外营
业，各种小店更是一家接一家地开了
起来。

漫步在村道上，从一间时装店的落

地玻璃窗看进去，里面挂售着时尚靓
装、帽子和包包。在一片绿色草坪处，
一间名为“有面”的小店前散发着温馨
的光，吸引人前去探店。村民介绍，“有
面”原来是一处杂乱的地方，后来村里
人清理了这里环境，将其出租给别人做
生意，变成了一间有情调的小餐馆。

如“有面”一样，田新村的许多地
方在迅速地发生着喜人变化。

在村中央的老鹰沟边，一台挖机
白天忙于清理河道，夜晚安静地停放
在沟边。万宁市投入300多万元清理
沟渠，沿沟美化村里环境。

一间长亭在老鹰沟边建了起来，
一个花园正在形成。“这里曾经是村里

堆垃圾的地方，但现在村里要将其打
造成一个网红景观。”村民林天堂是清
理这片地方的主力，也是村里的致富
带头人。他率先将家里自建的二层小
楼出租给别人发展民宿，又在想着如
何在田新村打造一处新的网红打卡
点，林天堂说，他利用自家挖机清理了
这片垃圾地，铺上草坪、种上花。“想建
一个咖啡书屋。为来这里的年轻人提
供一处心灵归宿。”他说。

拐弯走进一段相对僻静的路段，
迎面是一栋名叫ROOTS的两层楼民
宿。民宿里住满了人。田新村党支部
书记陈真国说，村里民房对外出租，村
民每年仅租金收入就有数百万元。“等

过几年，村民见多识广了，也可以自己
经营民宿。”陈真国说。

在村东头，有一家民宿名为“唐
先生的院子”，这家民宿有 14个套
间，是租了3户田新村民的房子投资
600万元装修而成的，这里一晚的房
价超 2000 元。民宿的经营者唐鑫
说，自己原先在成都经营民宿，去年
国庆节到日月湾旅游，看到来冲浪的
人特别多，他从中嗅到了商机，便立
即将成都的民宿转让出去，投身到田
新村发展民宿。

接近零点，村里的各家餐馆仍是
灯火通明，新疆人艾力大叔开的烧烤
店正在经营。艾力大叔原先在海口开

了多年的烧烤店，后来来到田新村，租
了一户村民家的地方从事老本行，生
意红红火火。艾力大叔全家上阵，忙
得不亦乐乎。

“心甜”，礼纪镇党委书记吴立，爱
用这个词来形容田新村给人带来的感
受。“以前我们的乡村建设，规划设计、
施工养护都靠政府投入。没有产业驱
动力，没有可持续的发展。在田新村，
政府不是主导者，而是顺着潮流做好
服务。”吴立说。

凌晨2时，日月湾，年轻人还在舞
动身姿，而田新村内，亮堂堂的生活还
在继续……

（本报万城8月1日电）

夜访万宁日月湾畔田新村看变化——

乡村旅游点亮璀璨新生活

我省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出新规

职工离职后公积金
停缴两年以上可申请提取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孙慧）8月1日，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印发《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
理局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离职提取业务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明确了离职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
的条件和程序。

根据《规定》，与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
缴存职工，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申请销户提取
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资金：一是非本省户籍，
在我省的住房公积金及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停缴满
6个月以上，且未在外省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二是本省户籍，在我省的住房公积金及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停缴满24个月以上，且未在外省继续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

《规定》提出，离职提取业务办理有两个渠道：
一是线下办理渠道，规定印发之日起，职工可通过
各市县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办理；
二是线上办理渠道，8月3日起，职工可通过海南
公积金App、海南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大厅等渠
道办理。

离职提取业务实行承诺制申请办理。符合上
述提取条件的职工可通过线上渠道或持本人身份
证件到各市县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
签署承诺书后办理。

海口出台创业孵化基地
认定和运营奖励补助暂行办法

每家基地最高可获
120万元奖励补助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莫奇键）海南日报记者7月
31日从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获悉，海口市创业孵化基地认定和
运营奖励补助暂行办法于近日出台，
将于9月1日起实施。

根据该办法，符合相关规定的海
口市各类孵化载体运营单位，可直接
向海口市创业小额贷款担保中心提出
申请，提交《海口市创业孵化基地申请
认定表》等材料，最终评估累计得分
80分及以上，公示7天后无异议的创
业孵化载体，将报请海口市人社局认
定为“海口市创业孵化基地”。

据悉，经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运
营1年以上的，海口市创业小额贷款
担保中心每年对其上年度运营情况进
行考核评估，得分90分及以上的，可
给予运营奖励补助。

奖补标准为：建筑面积在3000
平方米至5000平方米（不含）之间，
且入孵企业达到30户的创业孵化基
地，按其实际支出的基本运营和公共
服务费用的一定比例给予一次性奖
补，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建筑面积
在5000平方米及以上，且入孵企业
达到40户的创业孵化基地，按其实
际支出的基本运营和公共服务费用
的一定比例给予一次性奖补，最高不
超过120万元；国家、省及市奖补政
策不可兼得。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谭琦）8月1日，《这里
是海南：秘境寻踪》第三季正式
播出，第一集《雨林之下》记录
了热带雨林动物们的“网”上生
活，反响热烈。《雨林之下》镜头
聚焦蟋螽“盖房”和棒络新妇

“开饭”的生动场景。播出当天
被红网、中国西藏新闻网、中安
在线、齐鲁网、新疆网、信网等
多家省外主流媒体转载。

据介绍，《这里是海南：秘
境寻踪》第三季从8月 1日正
式播出，每周更新1集，计划播

出16集。这次，摄制组走进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
区、鹦哥岭片区、乐东佳西、东
方大田、白沙邦溪等地，将镜
头对准海南热带雨林里的多个
旗舰物种，展示鲜为人知的雨
林生态。

《这里是海南：秘境寻踪》
是海南省融媒体中心、海南国
际传播中心推出的系列生态微
纪录片，是反映海南生态、人文
地理的微纪录片，以海南自然
环境展示为基底，展现海南的
物种多样性生态资源以及科研

保护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成果。从2020年《这里是海
南：秘境寻踪》第一季播出以
来，国内外总播放已突破亿
次。2021 年 1月，《这里是海
南：秘境寻踪》被中宣部评为

“优秀外宣产品”。
《这里是海南：秘境寻踪》

第三季将在新海南客户端、南
海网、南国都市报视频号和抖
音、快手、微博，以及新海南客
户端、南海网PC端、海南国际
传播网、脸书、油管等多个国内
外主要平台推出，敬请期待。

近日，在东方市罗带河入海口，河水清澈，风光旖旎。近年来，东方加大罗带河水环境治理，打造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形成“水清、岸绿、景美”的城市滨河绿地景观带和人文休闲风光带。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生态修复绘就美丽画卷

《这里是海南：秘境寻踪》第三季第一集视频截图。 《这里是海南：秘境寻踪》第三季第一集海报。

纪念海南农垦创建70周年座谈会
海口举行

做好海南农垦改革
“后半篇文章”

本报海口8月1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
晓彤 通讯员杨光）8月1日，纪念海南农垦创建
70周年座谈会在海口举行，盘点海南农垦创建70
年发展成就，邀请人才员工、劳模、退休职工等垦
区多领域的代表建言献策，凝聚奋进力量，做好海
南农垦改革“后半篇文章”。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近年来，海垦控股
集团不断推进市场化转型，完成垦区集团化、农场
企业化改革，实现体制机制根本转换；扎实做好土
地文章，资源优势逐步被激活；落实“八八战略”，
产业发展实力进一步壮大，实现2021年末企业资
产总额903亿元。

70周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海垦控股集
团将抢抓海南自贸港建设机遇，持续深化农垦改
革，做好海南农垦改革“后半篇文章”，牢记农垦姓

“农”，聚焦主责主业，加快产业发展，从而不断增
强自身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实力，为推动海
南自贸港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我省重拳整治
养老市场诈骗行为
规范老年旅游市场秩序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晓惠 通讯员李艺娜）海
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了解
到，我省加大力度开展旅游文化市场执法巡查，规
范老年旅游市场秩序。今年6月，省旅文厅开展
旅游文化市场执行巡查专项行动。截至目前，
全省旅游文化市场总计接收、排查问题隐患线
索 47 条，已经整治完毕 39 条，整治率提升至
86.6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旅游文化执法机构
共出动检查人员1.2万余人次，检查景区、景点、
旅行社、旅游团队、宾馆酒店、网吧、KTV、娱乐和
演出场所等2300多家次。省旅文厅充分发挥省
旅游协会、省景区协会、省旅行社协会、省酒店业
协会行业监管作用，及时处理违法犯罪分子实施
养老诈骗的相关线索，形成全省旅游文化市场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的整体合力。

下一步，省旅文厅将从三个方面重点推进全
省旅游文化市场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和经营秩序执
法巡查。一是进一步深挖问题隐患和案件线索，突
出查办一批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组织不合理
低价游等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案件；二是指导督导
市县专项行动开展，强化属地责任，切实维护老年
人合法权益；三是加快推进建章立制工作，形成打
击整治旅游文化市场涉老问题的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