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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这些农产品
急寻大宗采购买家

如果您有待销的农副产品需要帮
助或者有采购意愿，可以拨打海南乡村
振兴网助农专线：0898-66810080，
也可以关注“海南爱心扶贫网”微信公
众号进行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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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儋州木棠镇陈坊村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三都区看塘村有6万斤香蕉待销

联系电话：陈先生 15103062538

2. 儋州光村镇新盈农场8队有2万斤
香蕉待销

联系电话：骆女士 18789762696

3. 乐东万冲镇南班村有 3000 斤香蕉
待销

联系电话：邢先生 17589734991

4.乐东九所镇有3000斤冬瓜待销
联系电话：徐女士 13438557978

5. 五指山毛道乡山竹基地有山竹1万
多斤待销

联系电话：葛先生 13337682657

6. 五指山毛阳镇空联村有 260 只鹅
（平均每只8斤）待销

联系方式：王先生 13976200738

7. 东方江边乡有 60 万斤至 70 万斤黑
皮冬瓜待销

联系方式：陈先生 13976978858

8. 海口有 5 万只乳鸽待销，分别有香
茅鸽、特级冰鲜鸽

联系方式：傅经理 13807633131
联系方式：何经理 13876800913

9.琼中中平镇有3万斤山兰米待销
联系方式：胡女士 13098906269

10. 万宁南桥镇桥南村四方农场有
3000斤小青桔、20万斤斑兰叶待销

联系方式：谢先生 1509198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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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9月15日电（记者李
艳玫）9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
亚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第五十七场新闻发布会获悉，
9月15日中午12时起，三亚解除全域
临时静态管理，逐步有序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

三亚分为5个片区，分别为：中心

城区（迎宾互通、竹络岭隧道以西，马
岭以东，G98绕城高速以南）、G98绕
城高速以北片区、崖州区、海棠区、育
才生态区，人员车辆不出三亚、不跨片
区。其他市县人员凭48小时内核酸
阴性证明进入三亚。

高风险区严格落实“足不出户、上
门服务”，中风险区严格落实“人不出

区、错峰取物”。天涯区和吉阳区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对9月12日以来有
中高风险区的社区（村）开展风险研
判，按照“一区一策”决定管控范围和
措施。

该市开放超市、商场、理发店、餐
馆（不开放堂食）等经营场所，开放室
外公共场所，准予快递、外卖运营，恢

复片区内公交车、有轨电车，私家车、
出租车、网约车等正常通行。

保留社区（村、居）进出卡口，人员
凭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扫地点
码、测温通行，进入各类公共场所、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等须持48小时内核
酸阴性证明。返岗首日须持24小时
内核酸阴性证明。

三 亚 暂 不 开 放 影 院 、酒 吧 、
KTV、网吧、棋牌室等室内密闭经营
场所，暂不开放农贸市场，暂不开放
渔业生产。全市不得举办线下大型
会议、培训、演出、展览展销、广场舞
等聚集性活动。养老院、儿童福利
院、监所等实施封闭管理。红事缓
办、白事简办。

昨日中午12时起——

三亚解除全域临时静态管理

本报三亚9月15日电（记者徐
慧玲）9月15日，三亚市教育局发布
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通知称，该市
海棠区、崖州区、育才生态区区属中
小学学生报名注册时间为 9 月 21
日，开学上课时间为9月22日；可实
现闭环管理的吉阳区、天涯区区属
学校和三亚市直属学校的初三年
级、高三年级学生报名注册时间为9
月 21 日，开学上课时间为 9 月 22
日。

据介绍，三亚海棠区、崖州区、

育才生态区区属幼儿园学生报名注
册时间为9月25日，开学上课时间
为 9月 26日；吉阳区、天涯区区属
小学和三亚市直属小学的一年级学
生和幼儿园学生报名注册时间为
10月 8日，开学上课时间为10月 9
日。

三亚中职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以
及吉阳区、天涯区区属中小学和市直
属中小学（含不能实现闭环管理的初
三年级、高三年级）学生报名注册时
间为9月25日至26日，开学上课时

间为9月26日至27日，其中小学二
年级至六年级、初中二年级、初中三
年级、高中二年级、高中三年级报名
注册时间为9月25日，开学上课时间
为9月26日；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
级报名注册时间为9月26日，开学上
课时间为9月27日。

此外，三亚各校（园）可根据本校
实际情况在规定时间内组织学生错
峰返校，三亚全市培训机构线下教学
的学生，返校时间为全市最后一个封
控区解封后再返校。

三亚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省外低风险区、无疫情地区（含7天
内有低风险区旅居史）师生员工持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校，开学
后3天内开展一次核酸检测；省内各
市县（含三亚市）低风险区、无疫情地
区返校师生员工持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并落实出发地和三亚市
防疫要求后返校。符合返校条件的
师生员工进入校园时应落实扫健康
码、行程码、地点码和测体温、戴口罩
等措施后入校。

三亚公布秋季学期开学时间
分区分年级分时段开学

下月起我省实施优化车检服务新举措

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
10年内2检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9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获悉，近日，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
境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机动车检验
制度改革优化车检服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10月1日起实施车检改革优化车检服
务新举措。我省将同步实施。

此次改革围绕推进车检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提出系列优化车检服务新举措，减少排队等候时
间，优化群众办事体验。

调整优化检验周期，进一步优化调整非营运
小微型载客汽车（9座含9座以下，面包车除外）、
摩托车检验周期。

对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将原10年内上线检
验3次调整为检验2次（第6年、第10年），并将原15
年以后每半年检验1次，调整为每年检验1次。

对摩托车，将原10年内上线检验5次调整为检
验2次（第6年、第10年），10年以后每年检验1次。

此次调整后，非营运小客车、摩托车在10年
内，只需要在第6年、第10年到检验机构上线检
验，期间每两年申领1次检验标志；超过10年的，
每年上线检验1次。

据了解，群众可以在交管“12123”APP网上
预约车检地点和时间。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易
宗平）推进复工复产，我省社保领域
有何“硬核”举措？9月15日，省社保
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海南接续打出

“缓缴+降低+补助”组合拳，为企业
纾困解难。

据了解，我省实施阶段性缓缴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等“三项社保费”政策。

“着力保市场主体就是保就业民
生，我省在餐饮业、零售业、旅游业、民
航业、公路水路铁路业等5个特困行
业实施阶段性缓缴‘三项社保费’政策
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至农

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等22个困难行
业。”该负责人说，相关行业中的困难
企业，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单位
缴费部分，实施期限为2022年6月至
12月，其中确有困难的，可申请工伤、
失业保险费延长缓缴至2023年5月，
原明确的5个特困行业缓缴养老保险
费期限相应延长至2022年12月。

据介绍，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
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
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可申请缓缴“三
项社保费”单位缴费部分，实施期限为
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

海南应对疫情影响降低工伤、失

业保险费率，有何政策利好？“全省工
伤保险在用人单位现行费率基础上下
调50%的政策，以及全省失业保险用
人单位缴费比例由1%降为0.5%的政
策，在2022年4月30日到期后，均延
续实施至2023年4月30日。”该负责
人说。据悉，从2022年4月1日起，
全省各类建筑、铁路、公路等建设工程
施工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缴费费率，
统一降低至项目工程合同（含追加合
同款）总造价的0.65‰，不再执行阶段
性降低费率政策。

在降低建设工程施工项目工伤保
险费率的同时，如何提升便利性？省

社保中心有关负责人承诺，由社保经
办机构直接按降低后的费率核定，不
需要建筑施工企业另外提交材料。

这种便利性，还体现于扩岗补助
政策的“免申即享”。

哪些企业可以享受一次性扩岗补
助政策？如何申领扩岗补助资金？

“对招用毕业时间为2022年1月
至12月且取得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
书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
并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1个月以上的
参保企业，按每招用1人补助1000元
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该负责
人提醒道，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参

保信息和身份只能由一户企业用于享
受一次性扩岗补助，不能重复使用，一
次性扩岗补助和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政策也不能重复享受，该政策将执行
至2022年12月底。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免申即
享”方面，由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通
过信息比对后直接将一次性扩岗补助
资金发放至用人企业对公账户，对没
有对公账户的企业，则可将资金发放
至当地税务部门提供的该企业缴纳社
会保险费账户。在申请办理方面，企
业可自行前往就业经办服务窗口申请
一次性扩岗补助。

我省推出系列社保举措为企业纾困解难

打出“缓缴+降低+补助”组合拳推进复工复产

大唐海南公司开启复工复产“加速度”

今年已完成发电量
超17亿千瓦时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符马林）连日
来，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系统各单位、各部
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有序全面开启复工
复产“加速度”，为海南筑牢坚实能源支撑。

今年以来，大唐海南公司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能源保供工作，截至目前，该公司今年已累计完
成发电量17.04亿千瓦时；其中迎峰度夏期间，负
荷率达75%以上，所属企业万宁气电单日最高发
电量占海南电网单日发电量的13.8%。

大唐海南公司还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加大生
产现场检查和监督力度，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排
查整治风险隐患，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采取“零容
忍”的态度，严格监督，狠抓落实；加强计划与生产
的协同配合，安排每个运行班组与电网调度保持
密切联系，紧盯负荷曲线，争取较高负荷率，缩短
机组启动时间，全力争取机组稳发、多发、满发。

三亚快递外卖配送
企业恢复运营

本报三亚9月15日电（记者李
梦楠）9月15日12时起，三亚恢复快
递、外卖配送企业运营。申报复工的
快递、外卖配送企业需制定疫情防控
方案，分别向市邮政管理局、市商务局
等报备，填写《有序恢复营业承诺书》，
配合录入重点人员监测管理系统。

据悉，快递、外卖配送企业要严格
落实防控主体责任，认真履行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要求，坚持人、物、环境同
防，严防疫情通过快递和外卖配送渠
道传播。社区（村、居）、居住小区、楼
宇园区等可在入口处设置专门投递场
所，实行取送分离，减少疫情风险。

此外，从业人员要严格落实核酸
“每天一检”和每日健康监测；工作全
程佩戴符合防疫要求的口罩和手套，
尽量无接触揽收和配送，如必须与顾
客接触的，尽量避免近距离接触。提
倡企业通过技术手段设定接单电子围
栏，配送人员必须上传连续两天核酸
报告和测温结果，两项均符合要求方
可上线接单。

同时，还需做好快递和外卖运送
工具的清洁消毒。分区放置物品，减
少相互污染。在快递装运过程中，尽
量将生鲜类与其他类快递分区放置。
餐饮外卖配送过程中，提倡将即食食
品和非即食食品、需低温保存的食品
和热食品，使用洁净的容器或者独立
包装进行分隔。

三亚分类分区
恢复公共交通

本报三亚9月15日电（记者徐
慧玲）海南日报记者9月15日从三亚
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三亚按照分类分
区有序放开的原则，结合当前疫情形
势和交通运输行业实际，当天12时起
恢复中心城区（迎宾互通、竹络岭隧道
以西，马岭以东，G98绕城高速以南）
12条公交线路。

据介绍，三亚海棠区、崖州区、育
才生态区保持现有公交线路运营现
状；凤凰机场进港旅客前往G98绕城
高速以北片区、崖州区、海棠区、育才
生态区的，在机场乘坐定制公交出
行。

9月15日12时起，三亚恢复中心
城区巡游出租车、网约车，仅限中心城
区内运营，不得跨G98绕城高速以北
片区、海棠区、崖州区、育才生态区运
营。在海棠区、崖州区、育才生态区运
营的巡游出租车、网约车仅限所在片
内运营。从G98绕城高速以北片区、
崖州区、海棠区、育才生态区跨区前往
凤凰机场的旅客可通过“首汽约车”

“滴滴出行”APP或者小程序预约网
约车出行。

⬅9月 15日傍晚，市民
在三亚湾游玩打卡。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9月 15日，在三亚旺
豪超市红沙店，居民选购生
活用品。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9月15日下午，在三亚河畔，市民带着孩子游玩。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正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