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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 3日讯 （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商务局获
悉，8月4日至9日，海口市发放新一
轮政府消费券，每日10时通过云闪
付APP发放，8月 9日 23时截止领
取，分为免税场景消费券和零售、餐
饮、住宿场景消费券两种类型，总计
14.17万张。

其中，免税场景消费券有5种面
额类型，总计3.32万张，满500元减
50元的消费券可通过扫海口地区防

疫地点码领取，每位用户活动期间限
领一次；满 2000 元减 208 元和满
5000元减508元的消费券可从云闪
付APP领取，每位用户活动期间限领
两档消费券中的一张；满8000元减
808元消费券无需领券，到店使用云
闪付APP“付款码”完成支付，每位用
户活动期间限享一次优惠。此外，海
口还推出线上满2000元减188元消
费券，消费者可通过“cdf会员购海
南商城”小程序、“海控GDF会员购”

小程序、“深免会员购”小程序购物，
用云闪付APP完成支付。免税场景
消费券到账后次日24时前有效，最
晚核销时间为8月9日23时。

零售、餐饮、住宿场景消费券共有
7种面额，总计10.85万张，零售消费
券有满58减20元、满168减50元、满
338减100元3种面额，餐饮消费券有
满58减20元、满238减80元2种面
额，酒店景点消费券有满118减 50
元、满238减100元2种面额。消费

者可从云闪付APP本地专区“惠聚椰
城 嗨购七夕”标识进入领券，活动期
间每用户各场景每档消费券限领1
张。零售、餐饮、住宿场景消费券到账
后3个自然日内使用（含领取当天），
最晚核销时间为8月9日23时。

消费券在活动商家线下实体门
店均可使用，消费者在消费券有效期
内，至线下活动商户门店，消费时出
示云闪付APP“付款码”，单笔交易仅
可使用一张优惠券。

海口今起发放新一轮政府消费券
总计14.17万张

白沙优秀人才获赠
健康体检“礼包”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自今年8月起，白沙黎
族自治县高层次人才、县委联系服务专家等均可
前往该县人民医院免费健康体检，这是白沙有关
部门服务优秀人才的又一贴心举措。

白沙县委人才发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经认
定的白沙高层次人才、“南海系列”育才计划培养
对象、白沙县委联系服务专家以及白沙第二届优
秀人才可在规定时间内自选一天，前往医院参加
体检。

据悉，为了更好地做好人才服务工作，今年以
来，白沙协同有关部门结合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
要求，全面排查和破解人才服务工作的痛点、难
点、堵点问题，切实解决人才住房、子女入学等事
项，持续提升白沙人才服务水平和能力，吸引更多
的人才落户白沙，也激发了广大人才在白沙干事
创业的热情。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有三亚等市县旅居史人员
须主动报告

本报海口8月3日讯 （记者习霁鸿）8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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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含）以来有三亚市旅
居史，7月30日（含）以来有儋州市、陵水黎族自
治县、临高县旅居史，尤其与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
集、重合的人员，必须主动向居住地所在社区、居
（村）委会报告，并尽快到核酸检测点开展1次核
酸检测，结果未出前居家健康监测，不去人员聚集
场所，结果阴性后继续完成“三天两检”措施。

通告建议7月30日（含）以来有省内外市县
旅居史人员主动到核酸检测点参加检测。

根据通告，如有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
涕、咽痛、嗅（味）觉减退、结膜炎、肌痛、腹泻等不
适症状时，立即就近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排查，如实告知医生流行病学史，就医途中全程佩
戴口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8月2日上午，东方市东河镇苗
村生态搬迁安置新村一栋两层住宅
一楼客厅内，55岁的村民梁志荣陪孙
女小丽（化名）坐在沙发上，津津有味
地看着动画片。

亮白的墙壁、米黄色的瓷砖、灰
色的茶几和电视柜、角落里摆放着绿
植，整个客厅明亮宽敞，简约大气。

这是梁志荣的新家。
说起搬迁后的生活，梁志荣脸上

洋溢着笑容。梁志荣在苗村居住了
数十年，从没想过有朝一日能搬出大
山。他说，以前居住在简陋的瓦房
里，出门坐渡船，走过狭窄弯曲的乡
间道路，耗时1个多小时到镇墟，是
一种生活常态。

苗村坐落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明确划分的重点保护区域及其他生
态敏感和脆弱区域中的核心保护区
内。为了更好地保护热带雨林，建设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包括梁志荣
家在内的135户人家都要搬出苗村。

如今，梁志荣一家6口搬到了安
置新村的崭新住宅楼里。“在新居一

公里范围内，就有医院、农贸市场、超
市等，看病、买菜方便多了，生活十分
便利。”梁志荣说，新村的道路宽阔整
洁，他经常约着邻居到周边的休闲广
场散步、下棋。

孙女小丽在东河镇广坝农场中心
幼儿园就读。以前，她上幼儿园需要
坐渡船，在路上得耗时1个多小时；搬
到新村后，每天去幼儿园仅需几分
钟。“往后孩子上小学、初中，都这么方
便呢！不像以前啦！”梁志荣道。

客厅的后面便是厨房。梁志荣
的儿媳小红（化名）正在清洗青菜，准
备午饭。“打开水龙头，就可以用到干
净的自来水。”小红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搬迁前，家里用的是山泉水，“村

里统一接的水管，但是逢上枯水期，
水压小、水量少，家里人口多的，水就
不够用了。”

如今，居住环境舒适、方便，一家
子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信心。

“听说村里已摸排了劳动力，会组
织就业。我打算让儿子去试试看。”梁
志荣说，搬出来，距离镇墟近，就业选
择也多了。农民出身的他，计划在村
里的统一规划下继续务农，“这是我们
一家向往的生活。我们相信，今后的
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的。”

据悉，苗村135户村民于今年5
月全部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从7
月初陆续开始搬迁，截至目前已全部
完成搬迁。 （本报八所8月3日电）

生态搬迁，搬进“向往的生活”

46个定期定址会展项目
签约落地海南
签约额达1.16亿元

本报博鳌 8月 3日电 （记者袁
宇 见习记者陈子仪）8月3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2022年博鳌全球旅游生态
大会组委会获悉，大会期间举行的琼
海会展旅游招商推介会上，共有46个
定期定址会展项目签约落地海南，签
约额达1.16亿元。

记者了解到，此次签约的会议会
展项目中还包括6个国际会展项目，
项目涵盖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
术产业，包括高端旅游配套、高端人才
培养、数字贸易等项目。

此外，BOAO博鳌国际自贸港经
济论坛暨BOAO国际博览会、海南航
展暨博鳌全球通用航空峰会、巴拿马
博览会、博鳌国际青少年服务创新大
会等借助琼海会展旅游招商推介会进
行发布，这些会议会展项目接下来都
将陆续落地海南。

据了解，2022 年博鳌全球旅游
生态大会7月 31日至8月 1日在博
鳌举行，共吸引了1500余名线下代
表参会。

海南首家乐高品牌
零售店在海口开业

本报讯（记者罗霞）海南首家乐
高授权专卖店日前在海口万象城开
业。该店从店铺视觉、产品陈列、购
物及玩乐体验等方面，为消费者打造
独特的、更加具有沉浸感和互动性的
体验。

作为一家新形象乐高品牌零售
店，海口万象城乐高授权专卖店体现
了乐高集团在其品牌零售领域的创新
成果。该店整体视觉设计采用乐高品
牌的标志性配色，最大程度地使用乐
高积木颗粒的元素进行设计。消费者
踏进店铺的时候，如同进入一个完全
由乐高积木颗粒打造的玩乐世界。除
常规产品以外，店铺内还设置了半开
放式的产品集中陈列区，以及可左右
灵活移动的产品放大镜，让消费者能
够近距离地观察乐高模型世界中的细
节，感受积木颗粒创意可能。

此外，全新升级的“乐高小人仔定
制区”“大颗粒拼搭互动区”“自由拼搭
互动区”三大互动区域，将进一步激发
儿童和成人乐高爱好者的创作灵感与
热情。消费者可以前往店内的小人仔
拼砌台，挑选乐高小人仔的表情、发
饰、服饰等部件，创造专属的乐高小人
仔，或是在自选颗粒墙用散颗粒拼搭
作品。

“海南包容开放的市场环境、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经济潜能，对众
多品牌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我们希
望通过在海口开设品牌零售店，让更
多的海南消费者了解并喜爱充满创造
力的乐高玩乐体验。”乐高集团高级副
总裁、中国区总经理黄国强表示。

乐高集团创立于1932年，公司位
于丹麦。

8月1日，在海口五源河公寓三期K区项目建设现场，来自云南文山的工人徐金华和妻子陆贞连搬运钢筋。在
这里，他们夫妻俩一天能拿到超600元的工资。

8月1日，在海口龙华区城西镇头铺村
的一处出租屋里，陆贞连和在文山老家的
女儿视频通话。

槟榔价格指数保险
在琼中签单落地
槟榔价格平均值低于8元/斤
种植户将获赔付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黎
琼文）以后，当槟榔价格平均值低于某
个界限时，保险公司按约定赔付，海南
农民将得到更多保障。近日，在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指导及支持下，
由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开发的槟榔
价格指数保险在琼中签单落地，为69
户槟榔种植户提供129.55万元的风
险保障。

这是琼中与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
经过多次沟通研究，在基于槟榔种植
成本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准下，配
套开发的海南首个“增级收入型”保障
模式的槟榔价格指数保险。当槟榔价
格平均值低于8元/斤时，保险公司将
按约定方式进行赔付。

三沙市优化岛际交通
保障岛礁一线年轻人到永兴岛过周末

本报永兴岛8月3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员
王蓓蓓）告别一周忙碌的工作到永兴岛过周末，已
成为当下三沙岛礁年轻人生活时尚新风向。今年
以来，三沙市优化岛际交通方案，开通了永兴岛至
赵述岛、永兴岛至永乐群岛航线，打通岛礁出行难

“最后一公里”，让三沙干部群众出行更便捷，生活
更便利。

三沙岛礁多、分布散，出行难曾令许多人感
到困扰。由于岛际交通出行条件有限，船只不固
定、往返时间不固定，给大家生产生活带来了诸
多不便。

近年来，随着三沙事业的发展，三沙市七连
屿、永乐群岛来了不少年轻人，他们常年在岛礁一
线值班，远离家人和朋友，特别是周末，缺少娱乐
活动。为激发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热情，三沙市
委要求相关部门做好交通保障，让岛礁一线年轻
人自愿到永兴岛过周末，并要求把此事作为“能力
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的重要工作来抓。

为此，三沙市旅游文化和交通运输局深入七
连屿、永乐等岛礁实地调研，听取驻岛群众意见及
建议，优化岛际交通方案，开通了永兴岛至赵述
岛、永兴岛至永乐群岛航线，每周固定3个船期，
满足了驻岛干部群众往返于永兴岛的需求。

“现在周末坐船去永兴岛看看电影，或约上
朋友一起散步聊天很方便了。”在三沙工作的谢
小娜说。

聚焦能力提升建设年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见行动

本报海口 8月 3日讯 （记者孙
慧 习霁鸿）根据气象预报，原位于南
海东北部海面的热带云团于3日17
时加强为热带低压。8月3日傍晚，省
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发布相关通
知，要求各市县、三防办各成员单位做
好热带低压防范应对工作。

预计，该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5
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

略有加强，并将于4日在广东东部沿海
地区登陆。受该热带低压影响，8月4
日至8月5日，南海北部海面将自东向
西出现一次较强的风雨天气过程。另
外，8月8日前后在南海中东部海面还
可能有新的热带低压生成，该热带低
压生成后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继
续加强，逐渐向广东西部到海南东部
沿海靠近，将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

省气象台预计，8月4日至5日，
海南全岛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到
暴雨。

省三防总指挥部要求，加强值班
值守。各市县、各三防办成员单位要
密切关注预测预报信息，及时掌握热
带低压和降雨情况，强化会商研判，根
据三防工作职责，及时部署、落实各项
防御措施。

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各市县要
加快落实辖区内的风险隐患排查和
安全管控措施，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
众。各相关成员单位要根据职责，加
强行业风险隐患排查处置的指导和
监管。

加强海上船舶安全管控。各沿海
市县要加强渔船、工程船、“三无”船舶
等各类船舶的防风安全管理，及时组

织落实“船进港、人上岸”安全措施。
农业农村、海事等相关部门要及时发
布预警提示，加强监督管理和指导检
查，确保海上船舶防风安全措施落实
到位。

加强信息报送。一旦发生险情、
灾情，各市县、各部门要立即组织应急
处置，并及时将相关信息报送至省应
急管理厅值班室。

南海热带低压生成

省防总部署热带低压防范应对工作 我省有序开展
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工作

本报海口8月3日讯（记者马珂）近日，国家
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全国互认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要求
进一步推动核酸结果全国互认，不同渠道展示的
核酸结果具有同等效力，不得重复检测。8月3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我省进一
步贯彻落实《通知》要求，继续做好核酸检测结果
互认工作。

《通知》表示要高度重视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
认的重要性。群众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
服务平台、各省份健康码、核酸检测机构网站或
APP查询到的核酸检测结果及群众持有的纸质
核酸检测结果，凡在当地防控政策有效时间内的
（以出具报告时间为准），具有同等效力，各地在查
验时都应当予以认可，严禁以本地健康码未能查
询、未在本地开展核酸检测等为由拒绝通行，拒绝
群众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得要求
群众重复进行核酸检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对本通
知发布后仍不互认、造成不良影响的地方要予以
通报。对个人违规使用假冒、篡改等核酸检测结
果的，要依法依规处理。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的通知》要求，省卫生健
康委及时将通知相关精神传达到各市县卫生健康
委、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确保各地有序开展核酸检
测结果互认工作。

坚守一线“夫妻档”

在海口许多建设项目上，都能
看到工地夫妻的身影。他们在工地
上相互协作，在生活中彼此扶持，用
汗水浇筑起城市里的栋栋高楼。七
夕将至，工地夫妻们继续用长久的
陪伴，营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中铁
广州工程局承建的海口五源河公
寓三期K区项目工地，用镜头记录
工地夫妻们平凡的爱情。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天平
通讯员 田建军 王伟伟

8月1日，在海口五源河公寓三期K区项
目建设现场，来自黑龙江的杨桂荣喝水时和
丈夫魏德刚“碰杯”。

一线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