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海口黄码人员
接待酒店有3家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邓海
宁）8月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海口市
特设立3家健康码黄码人员接待酒店。

据了解，健康码黄码人员如需入住
酒店，请按照公布的接待酒店电话提前
联系。请规范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
护，避免乘坐公交。入住酒店后，不参
加聚集性活动，减少外出，主动进行核
酸检测，配合酒店共同做好防疫工作。

海南交警提醒：

经海口过海车辆需在
出发地完成核酸检测

本报海口 8月 5日讯 （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根据海口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通知，8月6日0时前，行
程卡不含三亚市的出岛旅客，可凭48
小时一次核酸阴性证明及当日24小
时内“已采样”证明进入海口三港及火
车站办理乘船（车）手续。

行程卡是三亚市的出岛旅客必须
凭48小时2次（间隔≥24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结果并经测温无异常、扫地
点码、查验健康码绿码方可进入海口
三港及火车站办理乘船（车）手续。

8月6日00：00后出岛旅客须凭
48小时2次（间隔≥24小时）核酸检测
阴性结果并经测温无异常、扫地点码、
查验健康码绿码方可进入海口三港及
火车站办理乘船（车）手续。

海南交警提示：从其他市县出
发，经海口过海车辆，请在出发地完
成核酸检测方可抵达海口，确保疫情
早发现、早控制，避免在港口候车时，
因要检测核酸造成交通拥堵。

8月1日至5日8
时，海南省本轮疫情
累计报告235例阳性
感染者，其中本土确
诊病例191例，本土
无 症 状 感 染 者 44
例。防疫意识不能松
懈，这些疫情防控知
识仍需熟知。新海南
客户端推出一组防疫
倡议海报，转给你关
心的人吧。

疫情防护别大意，防疫倡议请收好

健康码黄码人员接待酒店：

新奥斯罗克酒店 海口市美兰
区海秀东路12号 0898-66530666

天艺东环酒店 海口市琼山区
龙昆南路139号 0898-65991777

丽华大酒店 海口市琼山区凤
翔东路158号 0898-6592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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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义务教育民办学校
招生摇号完成
现场摇出223个学位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计思佳）8月5日
9时，海口市教育局在海口市港湾幼儿园举行
2022年市直属民办学校招生随机派位录取工
作。海口市2022年义务教育招生网上报名已截
止，网上报名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数的市直属
民办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只有海口寰岛实验小
学1所学校。因此，只有这所学校通过电脑随机
派位方式录取新生，其它民办学校全部录取网上
报名新生。5日上午，海口寰岛实验小学摇出223
个学位。

据介绍，海口寰岛实验小学计划招生 360
人。其中符合政策性直招137人（包括符合条件
的军人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女、高层次人才子
女、学校教职员工子女）。随机派位计划数223个
（随机派位数=招生计划数-政策性直招人数）。
网上报名符合随机派位条件466人，其中双胞胎
有2对。

摇号现场，从学校报名信息中随机邀请的3
名家长到现场监督整个摇号过程，聘请椰城公证
处对现场工作进行公证。为了确保摇号系统的随
机性，保证整个摇号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海口
市教育局聘请了独立第三方对摇号系统进行了测
试认证。摇号系统生成随机码和摇号过程中采用
计算机随机算法，对学生数据进行随机重新排序，
全过程自动派位。

本次随机派位确定的拟录取名单将通过“海
口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海口寰岛实验小学官网
向社会公布录取结果。家长后续可通过“海口市
中小学新生入学申请平台”查询录取结果。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选报民办学
校但未被录取的学生，报名系统自动将该生信息返
回到“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申请平台”。家长可
联系片区内有学位的公办学校，或其它民办学校。

海报监督海报监督
海报集团

热线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从开工到现在，已经修了快4
年，这么短的一条巷道居然至今未竣
工通车，太不可思议了。”8月3日上
午，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金巷路延长
线上沿街商户陈先生抱怨称，这条仅
286米长、10米宽的巷道，公示施工
工期仅 240 天，开始施工时间为
2018年10月29日，竣工通车时间应
该是在2019年7月前后，但现在已
延期3年多，尚未通车，不仅影响了
周边居民出行，也严重影响商户们的
生意。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金巷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双向
单车道城市巷道，北接南海大道，
已通车多年；南连金盘路，陈先生
所反映道路项目便属于金巷路南
端延长线部分。目前，金巷路延长
线道路沥青已铺设完毕，旁边的路
灯也已架设，车辆可以驶入。但是
在南海大道入口处，却被一扇铁门
挡住，仅开了一个小门供行人和电

动自行车通行，入口两侧停满各种
车辆。金巷路延长线两侧的店铺
均已关门歇业。

尽管道路还未竣工通车，但记者
在走访中并未见到人员施工，也未看
到项目工程概况公示牌。金巷路延
长段市政道路工程项目部张贴在金
巷路延长线南海大道入口一则通告
显示，该项目道路等级属于小区道
路，设计速度为15千米每小时，项目
全长286.502米，路面宽度为10米。
通告也明确，金巷路延长线施工期从
2018年 10月 29日开始，施工期为
240天。据此推算，这条道路从开工
至现在，已经超期1000余天。

为何一条不到300米巷道，修了
三四年未完工？8月3日，该项目代
建单位海口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称，施工单位刚
刚进场施工不久，就因为遭遇征迁难
题不得不停工，直到2019年下半年
才复工，直到2022年初，道路沥青面
才铺设完成。

从2019年下半年复工至现在，

时间也过去近 3 年，为何尚未完
工？面对记者的质疑，该负责人并
未给出详细解释，称复工后受到疫
情影响，一定程度上耽误了工期。
据 了 解 ，该 项 目 工 程 总 造 价 为
564.52万元，该负责人也明确，这条
道路在建设过程中，未发生过工程
款、农民工工资拖欠纠纷，预计在本
月底即可完工通车。

记者了解到，早在2021年8月，
省内媒体就对金巷路延长线未按照
工期竣工一事进行报道。当时的报
道中，施工单位三沙市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负责人解释是征地拆迁不畅所
致，并承诺将尽快将道路修好。今年
3月，金巷路延长线项目因迟迟未竣
工通车，再次被省内媒体曝光，当时
代建单位给出的解释同样是因为征
迁不畅所致，并承诺在今年4月底可
实现通车。

为何一条不到300米的巷道经
媒体多次曝光，依旧迟迟无法竣工通
车？8月4日，该项目业主单位——
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此的答

复，依旧是征迁不畅所致。该局相关
负责人称，项目前期施工进展慢是因
为村民土地及建筑物征收进展不畅，
后期则是高压输电线塔搬迁进展慢

所致。该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将督
促代建单位加快施工进程，确保本月
底实现通车。

（本报海口8月5日讯）

海口金巷路南端延长线工期已过未通车，引周边居民商户质疑

不到300米巷道为何修了三四年？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原副主任林盛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邱
丽芬）日前，经省纪委监委指定管辖，澄迈县纪委监
委对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原副主任
林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林盛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
礼品礼金；违反组织纪律，瞒报个人有关事项；违
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采购、
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
涉嫌受贿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林盛开除党籍处分；由
省监察委员会驻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监察专
员办公室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
所得；经澄迈县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
财物一并移送。

看点

本报海口8月5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符金花）有人说，十年树木；有人说，十年磨一
剑。十年，会发生什么变化？

回顾海南这十年，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绘就出一幅经济发展、民生改
善、生活美好的壮美画卷。

海南省委网信办与海南省融媒体中心联合推
出“非凡十年看海南”特别策划《海南这十年，看琼
岛蝶变画卷》渐变海报，通过旧貌与新颜对比，展
现海南非凡的十年。

省委网信办与省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

《海南这十年，看琼岛蝶变画卷》
渐变海报

金巷路延长线道路南海大道入口处，被一扇铁门挡住，仅开了一个小门供
行人和电动自行车通行。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摄

本报三亚8月5日电（记者李艳
玫）近日，《三亚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暂行办
法（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办法》）
印发实施，2022年度三亚市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申报认定工作随后
同步启动。

《办法》明确，贴息以企业为单
位，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贴息贷款额
度不超过1亿元（含1亿元），省级农
业龙头企业贴息贷款额度不超过
6000万元（含6000万元），市级农业
龙头企业贴息贷款额度不超过3000
万元（含3000万元）。相比2014年印

发实施的《三亚市农业龙头企业贷款
财政贴息扶持资金管理办法》，贴息
贷款额度提高一倍。

贴息条件方面，《办法》指出，贷
款主要用于农业龙头企业从事跟本
辖区有关的农业项目的基础设施建
设、固定资产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固
定资产建设须限定用于该农业项目
相关用途，如田头冷库、农业冷链运
输车辆、设施农业用房等）。据介绍，

这也是该市首次将农业固定资产建
设纳入贴息条件范围。

据了解，该《办法》在2022年修订
期间，充分听取了企业、银行、相关部
门、监管机构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将发放或存续期间的贷款，在符合条
件的情况下，均纳入贴息范围。同时，
对于贷款用途方面，纠正了以前对于
一笔贷款必须全部用于符合条件相关
农业用途，才能申请贴息的规定，新

《办法》对于一笔贷款，将视实际情况，
对其中符合文件要求的涉农用途有关
的贷款部分给予贴息。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这些创新突破之处，将有效加
大政府对农业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
步激发企业扎根三亚农业，做大做强
三亚热带特色农业产业的热情，助力
三亚打造热区农业总部经济集聚高
地和自贸港乡村振兴样板间。

三亚提高农业龙头企业贴息贷款额度

最高贷款贴息额度1亿元
稳经济大盘·助企纾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