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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8月3日0时起——

经海口离岛人员须持48小时内
1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习霁鸿）8月2日，
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
布通告，表示自8月3日0时起，所有经海口的机
场、港口、火车站等离岛人员须持48小时内1次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办理乘机（船、车）手续。

另外，为方便市民采集核酸样本，海口原公布
的8月3日至7日为愿检尽检人群提供采样服务的
便民采样点和采样亭工作时间延长一个小时，服务
时间统一调整为9：00至12：00，15：00至19：30。
目前，海口采样亭还在不断调整增加和部署中。

因未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措施

海口47家零售药店被处罚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杨

坤）海南日报记者8月2日从海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获悉，自7月11日起，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零售药店疫情防控风险排
查，截至8月1日晚，海口市47家零售药店因未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措施受到处罚，其中海口秀
英华健药业大药房、海南永敬堂药业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秀华路分店因屡次违反疫情防控工作有关
要求，被移交公安部门进一步调查。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加大风险排查，督促全市零售药店从严落实
疫情防控“六必须”要求，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
对购买“止咳、退热、抗病毒、抗生素”等四类药品
和抗原检测试剂的人员进行实名信息登记上传。

我省开展鼓励淘汰老旧
汽车综合奖励申报工作
满足条件者可申领8000元奖励

本报讯（记者罗霞）近日，省商务厅、省工信
厅、省财政厅、省公安厅就开展2022年鼓励淘汰
老旧汽车综合奖励申报工作印发通知。根据通
知，满足淘汰老旧汽车奖励条件的机动车所有人，
可申领8000元奖励资金。

通知明确，资金奖励对象为在我省注册登记
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能源汽车新车，并在我省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上牌后，在我省具有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资质的企业，报废其名下在
我省注册登记的老旧汽车的机动车所有人（个人
和非个人用户）。此外，还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新购新能源汽车为纯电动汽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含增程式）和燃料电池汽车；新购新能源汽
车必须为初次登记上牌车辆，并注册登记取得新
能源汽车专用号牌；新车购买日期须在2022年1
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初次登记上牌
时间在2023年1月16日（含）前，且早于报废机
动车回收证明和机动车注销证明的开具时间，按
照购买新车-登记上牌-报废老旧汽车-开具回
收证明和机动车注销证明-奖励申报的顺序办
理，所有申报手续在2023年1月31日（含）之前
完成；报废的汽车须是其名下在我省注册登记的
老旧汽车［首次注册登记时间在2016年12月31
日（含）之前，且2021年12月31日（含）之前已登
记在其名下的各类汽车］；申请人在我省名下登记
车辆应当符合《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十四条规定。

满足淘汰老旧汽车奖励条件的机动车所有
人，可申领8000元报废旧车节能减排综合奖励。
每位申请人只能享受一次8000元的奖励。

符合奖励申报要求的机动车所有人自愿申
报，申报时间从通知印发之日起至2023年1月31
日（含）止，原则上不受理超过申报时间的申报。

本报讯（记者孙慧）省医保、发
改、财政、税务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
知，就阶段性缓缴我省城镇从业人员
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单位缴
费有关事项进行明确。

自 7 月至 9 月，我省对全省中
小微企业和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
体工商户，以及社会团体、基金会、
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
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缓缴3个月
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单
位缴费部分，缓缴期间免收滞纳

金。如上述单位 7 月已申报缴费
的，缓缴期限可往后顺延一个月
（即8月至10月）。

实行“免申即享”经办模式。
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和社会组织无须提出缓缴申请
即可享受缓缴政策，各级医疗保险
经办机构依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 号）等划型规定，
以及现有数据信息，确定企业类
型、个体工商户和社会组织，并在

信息系统做好标识。现有数据信
息无法满足划型需求的，可由企
业、个体工商户和社会组织向医疗
保险经办机构出具书面承诺，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新开办企业、个
体工商户和社会组织可自参保当
月起享受缓缴政策。企业、社会组
织类型变更为上述企业、个体工商
户和社会组织的，可自变更当月起
享受缓缴政策。

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社会组织缓
缴期间，单位从业人员按规定正常享

受个人账户和生育津贴，就医发生的
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规
定的医疗费用予以及时报销、应报尽
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原有
待遇不降低。

缓缴期限内，企业、个体工商
户和社会组织应依法履行代扣代
缴职工个人缴费的义务，正常申报
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
险）参保缴费信息，确保从业人员
连续参保，个人权益连续记录。参
保人出现离职、办理退休和关系转

移等情形的，企业应为其补齐缓缴
的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
单位缴费部分。企业出现注销等
情形的，应在注销前缴纳缓缴的基
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单位
缴费部分。

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社会组织应
在12月30日前补缴缓缴的基本医
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相关企业
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提前申报缴纳
缓缴期间的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
险）费。

我省实施阶段性缓缴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保单位缴费政策

实行“免申即享”经办模式

稳经济大盘 促消费增长

本报那大8月2日电（见习记者
曹马志）8月2日下午，儋州市石花水
洞地质公园景区热闹非凡，许多家长
带着孩子专程来到景区，观看知名动
漫IP奥特曼主题现场秀。耳熟能详
的配乐、人物形象，有趣的互动，引来
一阵阵喝彩声。

“一期活动吸引了七八千人入
园。”看着景区入口排队的人群，石花
水洞地质公园景区市场部工作人员

刘永克兴奋地说，景区逐渐热起来
了，人气越来越旺。

据了解，石花水洞地质公园是儋
州市国家4A级景区之一，也是开业
17年的老景区。近两年，受疫情等因
素影响，景区的发展受到较大冲击，客
流量曾一度锐减。为了破解困境，儋
州市有关部门和景区运营企业充分发
挥“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协同效
能，政企“手牵手”，推动复苏加速度。

“对于景区运营企业来说，海南
稳经济大盘系列政策如同一场精准
浇灌的‘及时雨’。”石花水洞地质公
园景区运营总监洪莉云介绍，儋州税
务部门落实留抵退税优惠政策，为景
区送来63万元的留抵退税金。该景
区还享受到生活服务业纳税人增值
税加计抵减15%政策、稳岗纾困补助
等系列助企纾困政策，“政府及时伸
出援助的‘有形之手’，让企业在困难
的时候有了强有力的后盾，托住景区
复苏的信心和决心。”洪莉云说。

在洪莉云看来，政策是“在有困

难的时候拉一把”，企业的创新求变
则是推动复苏的持久动力。该景区
瞄准市场需求，引进正版授权的动漫
IP，策划开展系列动漫主题活动，包
括现场演出、人偶巡游、文创产品等，
为景区复苏注入了新活力。

同时，石花水洞地质公园景区依
托省级地质公园的资源优势，主打地
质学和蝙蝠生物学内容，紧跟研学游
发展潮流，推出特色研学课程，让孩
子们体验到不一样的“自然课堂”。
今年以来，该景区已接待参与研学游
的学生超1000人次。

“不论是引进动漫IP，还是力推
研学游，都是为了牵好‘市场之手’。”
洪莉云介绍，景区直面疫情的冲击，
落实疫情防控相关措施，把握好旅游
市场发展趋势，不止于“观光经济”，
注重练好“内功”，做优做强“体验经
济”，客流稳步增长。

“文创+研学”赋能，让这个老景
区焕发新活力，经营形势持续向好。
据悉，7月25日，景区启动第二期动
漫IP巡展活动，吸引众多游人预订，
截至8月 2日，入园人数超过5000
人，客流量有望超过第一期。

政策“及时雨”浇灌，“文创+研学”赋能，政企携手助力——

石花水洞景区人气回来了
稳经济大盘·一线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易宗
平）从8月3日起，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将针对文旅、餐饮、零售等行业推
出助企纾困促消费系列公益广告，
持续发挥党报作用，整合优质资源，
联合核心企业，为稳经济、促消费鼓
与呼。

近日，《海南省进一步促进服务
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实施办
法》印发。我省还陆续出台了《海南
省进一步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的
措施》《海南省稳经济助企纾困发展
特别措施》《海南省超常规稳住经济
大盘行动方案》等。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推出重头报道，全方位反映我省为
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稳住经济大盘的
举措、成果和经验。

据了解，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
体矩阵将通过连续提供系列免费广
告版面，以及微信、微博、H5、客户端
等多种新媒体形式，展现我省文旅、

餐饮、零售等行业企业为重振市场推
出的各类惠民活动，提振全民消费热
情，推动产业全面复苏。

近年来，海南日报开展了多项公
益广告活动。其中，2020年海南日
报共刊登 36.66 个版面的公益广
告。包括组织刊发系列抗疫公益广

告，及时策划推出复工复产特刊，策
划开展海南旅游餐饮业公益扶持“春
暖行动”，为旅游餐饮企业提供免费
宣传服务。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荣获2020年抗疫公益广告宣传突出
贡献奖。2021年，海南日报共刊登
公益广告54.75个版。

海报集团将推出助企纾困促消费系列公益广告

发挥党媒作用 提振消费信心

三亚最大的集中式
农光互补项目并网发电
每年可减少碳排放8万多吨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陈
喆）近日，大唐海南三亚60MW农光
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
项目年发电量1亿千瓦时，是第一家
国家级热带光伏实证试验基地，也是
三亚地区最大的集中式农光互补项
目，由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建
设，该项目特点是光伏发电投产与农
业投入运行齐头并进。

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煤约3.27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8.93 万
吨，二氧化硫排放量约19.94吨，氮氧
化物排放量约20.79吨。项目将有效
改善三亚电源结构，缓解三亚缺电现
状。此外，农业主体经营的“菜篮子工
程”产品，有效缓解三亚地区夏季“菜
篮子工程”供需矛盾。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8月1日，如往常一样，东方市市
政园林环卫事务中心工程师周秀翠早
早来到该市福民公园景观工程（一期）
项目施工现场，查看工程建设进度。

福民公园景观工程（一期）项目
位于东方城区福民南路与解放东路
交界处，于去年10月开工，占地面积
约11.5公顷，主要建设道路铺装、园
林绿化、园林建筑、雕塑、服务设施等
配套工程。

“一直以来，东方公共绿地资源
不足，缺少城市休闲公园，不仅无法
满足日益增长的群众休闲娱乐需求，

也让滨海城市特色得不到充分体
现。”周秀翠说，实施这一项目不仅
是提升城市品位的需要，也是推进建
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滨海公园城
市的需要。

在项目施工现场，测量员王克强
架起水准仪，对公园道路基础高程进
行控制，确保挖掘机开挖园路基础高
程准确。同时，工人或对挡土墙主体
结构进行砌筑，或正对公园最主要广
场——大鱼广场的水系驳岸毛石挡墙
进行砌筑，现场繁忙有序。

“当前正加紧推进项目建设，预计
今年底完工。”施工单位、北京乾景园
林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魏金双说。

“公园以海洋文化为载体，融入

东方独特的滨海文化特色，诠释‘海
洋气息，休闲福地’的文化与生活内
涵。”周秀翠说，公园分为休憩活动
区、休闲游赏区、活力竞技区、儿童娱
乐区和服务配套区等5大功能区，按
照一心、一轴、一环、多点的结构打
造，以福泽湿地为景观核心，与主广
场、各主入口形成了空间上的联系与
呼应，展现滨海城市的蓬勃朝气与独
特魅力。

同时，东方市竹金沟公园及市政
配套工程也加快推进，已完成总工程
量的35%，预计今年底完工。项目拟
建成综合性的开放式公园，以休闲、
游憩为主要功能，增设文化与生活娱
乐设施，服务周边市民，以达到改善

生态环境、美化市容、丰富生活使用
等多种功能。

当前，东方正高品位打造滨海城
市典范。“在城市建设方面，有两大标
志性工程，一是滨海片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二是国际滨海公园城市建设。”
东方市副市长陈华强说，在国际滨海
公园城市建设上，按照“公园港城、自
贸明珠”的定位和“一带两脉三心五
片”组团式城市结构，加快推进福民
公园、西湖湿地等城市公园体系建
设，通过以形筑城、以绿营城、以水润
城，塑造国际滨海公园城市新风貌，
把东方建设成为“园在城中、城在园
中、城园一体”的公园城市。

（本报八所8月2日电）

东方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塑造国际滨海公园城市新风貌

打造休闲公园 提升城市品位

近日，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
木棉公园旁的南妙河，河面水光
潋滟，山清水秀的景色令人身心
愉悦。

近年来，昌江加快推进“四
河一渠”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建
设。目前综合整治工作已全面
完成，河道水质明显提升，“城
绕水”“水绕城”的布局基本
形成。

据介绍，“四河一渠”主要是
指保梅河、南妙河、石碌河、东海
河和石碌干渠，其中“四河”皆为
城市内河，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城绕水
水绕城

三亚公布0801
新冠肺炎疫情有关情况

本报三亚8月2日电（记者李艳玫）8月2日，
三亚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第
十七场新闻发布会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截至8月1日24时，三亚0801新冠肺炎疫情
已发现确诊病例（轻型）1例，初筛阳性4例，结果
待进一步诊断。

该确诊病例林某某，女，崖州中心渔港渔贩，
已接种三针新冠疫苗。7月30日乘动车从崖州
站至白马井站抵达儋州市，期间在新州镇参加酒
席，到市场、诊所等地活动。7月31日从白马井
站乘动车到达崖州站，落地采样后自驾回宿舍，无
外出无来访。落地检发现1管10：1混检阳性，经
复采复检确诊阳性。目前该病例在三亚中心医院
隔离治疗，有低烧症状，临床初步判断为轻型，病
毒基因三代测序为奥密克戎BA.5.1.3进化株。

截至8月1日24时，三亚累计排查管控风险
人员270人，其中市内集中管控206人（密接156
人、次密接50人），推送省内外市县协查管控63
人（密接53人、次密接5人、重点人群5人），推送
省外协查管控1人（密接1人）。7月23日至30日
（8天）排查崖州中心渔港进出港钓具渔船共131
艘，其中三亚籍3艘，儋州籍110艘。

按照“先管后筛”的原则，三亚迅速开展网格
化分区分级组织区域健康筛查核酸检测，8月1日
已在崖州区设置77个采样点位开展首轮检测。
截至8月2日10时30分，全市共采样28.8万人
份，完成样本检测13万人份，其中：崖州区11.1万
人份，上机8.7万人，已出结果79866人，共发现
16个混管异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