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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机关调查发现，以下机动车辆未按时缴纳机动车辆通行

附加费，根据《海南经济特区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征收管理条例》

的规定，限欠缴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的车主在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日内到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琼中分局补缴应缴费额、滞纳金

（两项具体金额以实际缴纳之日为准）。现将欠缴机动车辆通行

附加费的车辆所有人、车牌号、截止至2022年9月16日的欠费金

额、滞纳金一一列示如下：1. 琼中营根琼利商行 琼 D33060

2887.5元 184.14元；2.王燕荣 琼D3AX00 1925元 122.76元；3.

海南合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琼中分公司 琼D32531 3850 元

245.52元；4.王昌旭 琼D33349 2887.5元 184.14元；5.黄训星 琼

D3AH77 2887.5 元 184.14 元；6. 曾维科 琼 DM0876 1925 元

122.76元；7.王运良 琼DN0057 2887.5元184.14元；8.邓小玲 琼

DN5397 2887.5元 184.14元；9.王军 琼DP3166 1925元 122.76

元；10. 王开雄 琼 DG7698 2887.5 元 184.14 元；11. 王振昌 琼

DS80312887.5 元 184.14 元；12. 陈书标 琼 DM1323 2887.5 元

184.14元；13.黄丽飞 琼DQ1322 2887.5元 184.14元；14.李业文

琼DS2873 2887.5元 184.14元；15.盘大宝 琼DU0379 2887.5元

184.14元；16.吉玉琼 琼DR7773 2887.5元 184.14元；17.王周宇

琼DR5177 2887.5元 184.14元；18.上海合评消防检测中心（其它

专用）沪NG0672 4290元 306.9元；19.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琼

中供电局 琼D33286 4217.67元 463.16元；20.琼中广元货运有

限公司 琼D30825 36300元 3705.24元；21. 姜建充 琼D31235

46887.5元 4785.94元；22.曾月琼 琼D33086 18150元 1852.62

元；23. 卓令帆 琼D36686 18150 元 1852.62 元；24. 吉儒海 琼

D3AY55 6490元 712.8元；25.廖亚清 琼D32143 6490元 712.8

元；26. 王祥吉 琼 DP7960 4867.5 元 534.6 元；27. 刘祥权 琼

D3AM28 4867.5元 534.6元；28.王呢 琼DT5366 3245元 356.4

元；29.琼中正生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琼D33715 4867.5元 534.6

元；30. 胡仁光 琼 DN9086 3245 元 356.4 元；31. 陈玉玲 琼

DP5889 4867.5元 534.6元；32.琼中营根雄杰五金店 琼DE5356

4867.5元 534.6元；33.王泉 D31449 11055元 1382.87元；34.戴

桂南 琼 DS7660 5527.5 元 691.43 元；35. 陈达文 琼 D30851

13035元 1920.6元；36.王兴富 琼DD3680 4565元 708.02元；37.

琼中正生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琼D39095 4109.13元 708.02元；

38.黄祝才 琼DA8205 4565元 708.02元；39.王丽娟 琼D31989

4565元 708.02元；40.文德煌 琼D3AY11 6847.5元 1062.02元；

41. 卓怀德 琼 DL0723 6847.5 元 1062.02 元；42. 余翠珍 琼

DA2832 6163.7 元 1062.02 元；43. 杨明 琼 D32456 6163.7 元

1062.02元；44.于成丰 琼D33509 4109.13元 708.02元；45.王娟

霞 琼D33535 6163.7 元 1062.02元；46.琼中海红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琼D33636 9130元 1416.03元；47.王森 琼D366AA 6847.5

元 1062.02元；48.林儒滨 琼D3BS66 4109.13元 708.02元；49.

黄进林 琼DS1892 4109.13元 708.02元；50. 王香 琼DM8945

4565元 708.02元；51.赵菊香 琼DE5577 6163.7元 1062.02元；

52.王取洪 琼DR0206 4565元 708.02元；53.吴淑祯 琼DF9356

6163.7元 1062.02元；54.刘万飞 琼DK5979 6847.5元 1062.02

元；55. 刘德 琼 DK3800 6163.7 元 1062.02 元；56. 唐启文 琼

DP1370 6847.5 元 1062.02 元；57. 蔡丽琼 琼DM8786 6847.34

元 1062.02元；58.许耀清 琼DP2072 6847.5元 1062.02元；59.潘

海山 琼 DG0129 6847.5 元 1062.02 元；60. 王杰 琼 DU8319

6847.5元 1062.02元；61.蒙亮 琼DQ3665 6847.5元 1062.02元；

62.罗建桥 湘A45391 5775元 368.28元；63.钟智敏 粤CX4779

1925元 122.76元；64.乐平市建文古建筑有限公司 赣H11618

2715.01元 184.14元；65.姜贺文 鲁G673GA 6050元 617.54元；

66. 张龙珠 冀 A0875K 23827.65 元 7191.47 元；67. 周北云 赣

CU3599 352682.48 元 162506.3 元 ；68. 周 北 云 赣 CU4183

164213.44 元 44546.54 元；69. 黎清勇 桂 KR8367 28303 元

1623.16元；70.李邦登 琼D30571 170720元 47777.4元；71.王文

军 琼DE8206 1320元 36.96元；72.王振宝 琼DN1108 4356元

585.2 元；73. 宜丰县江海汽运有限公司 赣 C76812 35200 元

4197.6元；74.潘树雄 琼D33220 7700元 1689.6元；75.王法文 琼

D32541 5676 元 1032.63 元；76. 邢台瑞鸿运输有限公司 冀

ERX069 44947.81元 27445.22元；77. 周岳坤 琼D30932 9570

元 478.17元；78.钟亚德 琼D30969 26785元 4918.16元；79.陈

献琦 琼D30956 95852.06元 21619.06元；80.龚云海 琼D32910

11913.83元 3481.23元；81.符标 琼D31291 37491.55元 9257.95

元；82.谭萍萍 琼D32746 22068.89元 6204.11元；83.虞兴华 琼

D32880 10539.21元 2848.08元；84.琼中黎景种养专业合作社

琼DK9127 13267.99元 2947.45元；85.九江市国通物流运输有限

公司 赣GC2155 82045.72元 28503.42元；86.王海军 琼D30761

13860元 1864.17元；87.王海东 琼DB8199 12144元 3207.6元；

88. 王 龙 琼 DG2269 9950.99 元 2210.59 元 ；89. 吕 桂 科 桂

KU3008 24707.75元 7727.72元；90.张冠军 湘B64787 3300元

115.5元；91.琼中大丰永兴木制品有限公司 琼D32899 5676元

1032.63元；92.赵富求 琼D31220 13640元 2359.5元；93.海南中

民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琼D37409 13910.83元 3404.28元；94.

李中校 琼 D31066 2640 元 58.85 元；95. 黄宝广 琼 DK9865

12921.72元 3020.91元；96.王进芳 琼D31192 3036元 99.43元；

97. 刘希婷 琼 DG1068 9476.45 元 2052.77 元；98. 陈福州 赣

CL8747 183920 元 55698.5 元；99. 蔡宗霖 湘 B79673 2640 元

73.26元；100.贺中云 湘B7A187 46962.03元 18904.22元；101.

徐青 闽HR5515 11301.73元 2863.91元；102.江西江龙集团万宏

物流有限公司 赣CC7095 103840元 17001.6元；103.陈少欣 粤

B0J9U1 4884 元 474.71 元；104. 邢台瑞鸿运输有限公司 冀

EFM065 2640元 112.86元。

以上车主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机关提供的欠费信

息有异议，限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日内到本机关配合调查或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本机关将依法予以核实。

如以上车主未在上述公告要求的10日履行期内及时履行缴

费义务，将违反《海南经济特区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征收管理条

例》第七条的规定，依据《海南经济特区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征收

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交通规费征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修订）的规定，本机关将对连续不按时缴纳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

30日以上1年以下的机动车辆，作出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的处罚决定；对连续不按时缴纳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1年

以上的机动车辆，作出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的处罚

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

条的规定，以上车主如对该处罚意见有异议，可向本机关提出申

辩，本机关将依法予以核实。如果对公民处罚10000元以上或者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00元以上的罚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以上车主有

权在履行期满后五日内，向本机关要求举行听证，逾期不要求举

行听证的，视为车主放弃听证的权利。

本公告期间30日，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算。

附：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琼中分局联系地址：海南省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国兴大道 191 号，联系电话：0898-

86238118。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琼中分局
2022年9月16日

关于追缴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的公告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尤梦
瑜）近日，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联合印发
《关于申报2022、2023年度海南省文化
发展专项资金（产业类）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2022、2023年度海南省文化
发展专项资金（产业类）正式开启申报。

申报主体须为在海南省内注册登
记、财务管理规范、诚信守法经营的市
场主体；未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依
法申报缴纳税款，不存在欠税情形、纳

税信用级别为D级或其他严重违反税
收法律、行政法规行为。申报主体对所
申报项目应依法享有独立、完整的产
权，不侵犯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根据《通知》，该专项资金2022年度
重点支持黎锦及苗绣、椰雕、贝雕、黎陶、
木雕、骨器、藤编、东坡笠、油画等海南特
色文化产业发展，兼顾支持文化产业其
他门类。

具体支持办法根据《海南省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参照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
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财政措施的
通知》等相关规定执行，将对入选项目
进行相应资金支持。

申报主体可登录省惠企平台
（https：//hqzc.wssp.hainan.gov.cn/
#/home），按要求填报申报信息。具体
申报条件、程序及申报材料可通过该平
台或致电0898-65227235了解。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见习记者黎
鹏 通讯员金浩田）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方
案和课程标准将于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
执行。为确保《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2022年版）》在我省落地落实，省教
育厅近日发布《关于做好义务教育课程设
置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
我省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指出，海南省义务教育课程
设置以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课程方
案》（2022版）为基准。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教学时间为每学年共39周。其
中，一至二年级每周26课时，三至六年
级每周30课时，七至九年级每周34课
时。小学每课时按40分钟计算，初中
每课时按45分钟计算。

《通知》明确，各中小学应开设心理
健康教育课并列入课程计划，小学、初中
每学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或专题活动时
间不得低于6课时，每学期至少召开1
次以心理健康教育为主题的班团队会。

各中小学要保证学生每天校园体育活

动1小时，每天统一安排30分钟的大课间体
育活动，让每位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

各中小学要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
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每学年设立劳
动周，劳动周与每周至少1课时的劳动
课不能相互替代。

《通知》还对开设好专题教育、实施
入学适应教育、科学合理安排研学实践
活动、加强我省义务教育课程统筹和管
理、落实作业管理制度、科学规范学生
作息安排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我省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出炉
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

本报三亚9月16日电（记者黄媛
艳）9月16日，“探索二号”搭载着“深海
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和60名科考人员，
从三亚出发前往南海，执行由海南省
深海技术创新中心组织的“深海深渊
科考与装备海试共享航次”科考任务。

“探索二号”科考船和“深海勇士”
号载人潜水器本航次计划前往南海执

行深海地质原位观测及国产化装备海
试科考任务，计划9月底返航三亚，这
也是海南省深海技术创新中心在2022
年度执行的第二个共享航次。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海南省深海技
术创新中心通过海南省科学技术厅、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等渠道发布共享航次
申请计划，经研究论证，本航次由来自

海南大学、中国海油油气能源院士工作
站、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深圳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中国石油大学海南研究院、中
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浙江大
学，以及孙友宏院士团队、邹才能院士
团队、谢和平院士团队、陈云敏院士团
队的20多名研究人员参航参试。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许瑞恒

9月15日，在海口高新区美安科技
新城，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投资8000万元的OEM（代工）工厂
二期项目正抓紧施工。

连日来，随着我省疫情防控形势逐
渐好转，全省重点园区按下复工复产

“快进键”，抢抓工时，全力以赴将工期
赶回来。

高新技术产业防疫生产两不误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深海科技创
新公共平台（以下简称科创平台）项目
现场，机器的轰鸣声不断。

“工地按照分批次、分时段的方式
有序复工，目前项目共有260余名工人
奋战一线。”中建六局深海科创平台项
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万全万
特制药工厂，制剂、原料和口服溶液3
条生产线同时开工。“我们正在按照订
单抓紧供应产品，9月份订单和去年同
期相比略有上升。”万全万特相关负责

人介绍，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好转，
公司将加大力度抓生产，抓销售，全力
冲刺本年度业绩。

“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实行闭环管
理，厂区约100名工人抓紧推动项目建
设。”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赵子方说，该项目围绕鱼胶原
蛋白肽下游产业链，以食品行业来料加
工为主，预计今年11月可竣工。

农业重点项目企业全速复工

在万宁槟榔生产休闲体验融合发
展产业园二期项目现场，近300名施工
人员正在紧张施工中，其中槟榔产业园
安置区一期项目工地全面复工复产，力
争把损失的一个多月工期给抢回来。

“园区项目自9月8日起全面复工
复产，接下来几个月，我们将尽最大努力
把工期抢回来。”该项目业主单位万宁槟
榔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小榆介绍。

位于文昌市的冯家湾现代化渔业
产业园，目前有10个政府投资项目正
在火热建设中。“疫情发生以来，园区坚
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同时围绕近期

重点工作倒排工期表，全力推动项目建
设进度。”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
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好“店小二”力推复工复产

“我们将主动对接帮扶，当好复工
复产‘店小二’。”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
渔业产业园相关负责人说，园区将积极
帮助协调解决园区企业员工到岗、原材
料供应、物流运输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据省发展改革委统计，截至9月15
日，全省重点园区在建项目正常开工
389个。全省重点园区“四上”企业（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
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国家重点
服务业企业等四类规模以上企业）正常
生产1028家。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接
下来该委将继续抓好复工复产，尽快
破除卡点堵点，尤其是聚焦重点园区、
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推动复工复产，
组织开展“万名干部下企业”服务行
动，出台助企纾困政策2.0版等，全力冲
刺四季度经济任务，努力实现全年既定
经济目标。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海南重点园区389个重点项目、1028家“四上”企业正常生产，
全力以赴把工期抢回来

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高效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探索二号”搭载“深海勇士”号
载人潜水器执行南海科考任务

9月16日，“探索二号”从三亚出发，前往南海执行科考任务。新华社发

2022、2023年度海南省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开启申报
申报工作9月30日截止

■ 本报记者 马珂 郭萃 徐慧玲 周月光
见习记者 李豌 曹马志

“我在海南日报上找到了自己的名
字！我会好好珍藏！”近日，安徽援琼医
疗队队员蔡女士在返乡后，收到了一份
来自海南的特殊礼物，她专门拍摄了小
视频隔空向海南喊话。

这份特别的礼物是海南日报9月10
日推出的特刊《海南不会忘记——致敬
2022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援琼医疗队》，
白色的新闻纸上印着2万余名援琼医疗
队队员的名字。特刊共88个版，刊登了
海南省委省政府致全体援琼工作人员的
感谢信，记录了各省区市医疗队援琼期
间的感人事迹、温暖瞬间以及对海南的
深情寄语，既有表现海南与援琼省区市
同心战疫寓意的创意海报，也有海南对
援琼医疗队的感谢与祝福。

而且，海南还将特刊邮寄给所有援
琼医疗队队员，不落一人，以这种特别的
感谢方式告诉他们：海南烙刻你的名字。

这是一份感动

“我感觉这个包裹很重要，就想等着
你们亲自来签收。”9月16日，在湖南经
过“5+5”隔离，援琼医疗队队员、衡阳市
第五人民医院医生崔海娟回医院报到的
第一天，就收到了传达室的提醒。

拆开包裹，拿出报纸，2万余名援琼
医疗队队员的名字映入崔海娟眼帘，“特
别有参与感，我迫不及待找自己的名
字。”除了名单，还有医疗队援琼期间的
感人事迹的故事。当读到湖南援琼医疗
队医生杨慧在三亚入户采样时，一位阿
姨赠送杨慧零食，崔海娟眼眶有些湿
润。她说，在临高奋战的20多个日夜，
当地居民赠送椰子、菠萝蜜……这些相
互扶持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我从业以来第一次到外地支援，就
到了海南，然后到了临高。”崔海娟说，
这是一段独特的动人的记忆。即便离
开了海南，她也还密切关注临高的疫情
发展变化，“这是我们奋斗过的战场，看
到临高的疫情持续向好，我们内心非常
开心。”

“记征程无悔，喜琼州无恙！”湖北援
琼医疗队队员杜艳华在收到特刊后，特
意拍照发朋友圈，这是海南日报精心准
备了多个日夜的心意，收到的那一刻，感
动不已。

湖南援琼医疗队队员、湖南省妇幼
保健院妇二科护士长朱萍还记得，从湖
南出发到海南之前，儿子问她“妈妈，你
会不会上电视”，“我现在可以骄傲地告
诉儿子，妈妈上了海南日报！希望有一
天我能带上这份报纸，带着我的家人，重
返三亚！”9月12日，朱萍返程后在隔离
酒店集中休整隔离，14日，她就收到一条
来自海南邮政的短信。

这是一份荣耀

“现在虽然回来了，但是看到海南
有关的信息，都忍不住点进去看看，那
是我们奋战过的地方呀！”收到特刊
后，河南援琼医疗队的微信群就热闹
了起来，大家纷纷留言，回忆在海南的
经历。

“看到报纸上的文字和图片，仿佛
又看到了当时援琼时的瞬间，虽然很辛
苦，但是大家却毫无怨言，共同努力，只
为了同一个目的——帮助海南战胜疫
情。”9月16日，上海援琼医疗队队员周
亚兵告诉记者，在海南日报上看到了自
己的名字，既惊喜，又感动。

一沓厚厚的报纸，记录了援琼抗疫

的感人事迹、温暖瞬间，承载着海南的
感谢与祝福，这让援琼医疗队队员感受
到了海南的心意。

“谢谢海南，希望疫情结束后能再回
到三亚，漫步在海滩，吹着海风，感受海
南的独特风情。”周亚兵说道。

上海援琼医疗队队员谈佳寅告诉记
者，收到报纸后的第一件事是大家一起
找名字。谈佳寅说：“海南太用心了，仅
名字就40多个版，感受到了海南人民对
大家最真诚的感谢。”

在海南的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谈佳
寅有空会跟家人视频。3岁多的儿子虽
然不能完全理解爸爸的工作，却知道爸
爸是去帮助别人了，爸爸是英雄。“这是
一份荣耀，也是一份感动。”谈佳寅表
示，这份报纸会好好珍藏，也会分享给
家人。

“千里驰援，天涯战疫。这是一份
值得珍藏的礼物。”连日来，湖南援海南
医疗队流调二队领队曾希鹏有空就翻
阅特刊，特地用笔标记了他带领的28名
流调成员名字。“每个名字都闪闪发
亮。”油墨飘香，援琼战疫经历仿佛历历
在目。

“云开疫散，再聚儋州”“青山一道同
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曾希鹏对这
座奋斗过的城市充满不舍，等疫情过去，
他希望带着孩子再回海南，看看这座充
满人间烟火的美丽海岛。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援琼医疗队队员陆续收到一份邮寄到家的礼物

海南用油墨烙刻“你的名字”
湖北援琼医疗队

队员杜艳华收到海南
的礼物后，和她的孩
子比心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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