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路一：屯昌梦幻香山寻香之旅
屯昌县→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榴莲蜜园→翠芦莉花

田→柠檬主题园→梦幻花廊→不老泉+水晶爱情坊→加利坡
城堡→香立方科普馆→芳香世界

线路二：三亚渔村文化美食之旅
三亚市区→西岛→文门村→港门村

线路三：琼海休闲农业之旅
琼海市区→嘉积大园古村→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基地→

胜达休闲农业观光园

线路四：儋州嘉禾现代休闲农业观光之旅
永夏广场乘坐观光车→花开瀑布→湖畔舞台→三叠溪、

拾景桥→自然课堂→乐活凤梨园→喜禾市集→莲花平台下
车→步行到山顶参观热带水果主题馆→一杯咖啡的时间→
未来田园客厅→海岛印象观景平台→乡村振兴馆→莲花平
台观光打卡→山兰部落露营地→缅栀花园→黄金椰林→永
夏广场

线路五：昌江山海黎乡美丽乡村游之旅
霸王岭→王下乡三派村→浪论村→洪水村→棋子湾→

聚源花卉基地→和丰花卉基地

线路六：海口红色文化之旅
海口市区→陈德华烈士纪念亭→解放海南渡海战斗九

名烈士墓→仲恺村→898艺术村（权拥东村）→锦塘休闲农庄

线路七：海口历史文化之旅
海口市区→演丰地区人民革命纪念园→苏民革命史纪

念馆→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芳园国际艺术村→瑶城村→
连理枝渔家乐→豆藤渔村

线路八：保亭生态雨林研学之旅
保亭县城出发→秀丽山庄→呀诺达热带雨林文化旅游

区→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线路九：文昌航天研学之旅
文昌航天主题乐园（航天科普中心）→春光椰子王国→

宋庆龄祖居

线路十：五指山民俗研学之旅
五指山市区出发→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五指山红峡谷

文化旅游区→毛纳村

“尼格”加强为台风级
11月3日～4日海南岛东北部陆地将有风雨天气

本报海口10月31日讯（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刘爽 郭冬艳 郝丽清）
海南日报记者10月31日从省气象台
了解到，台风“尼格”已由强热带风暴

级加强为台风级。受“尼格”和冷空
气共同影响，11月3日～4日，海南岛
东北部陆地将有一次风雨天气过程。

31日16时，“尼格”中心位于北

纬17.2度、东经116.9度，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12级（33米/秒）。预计，“尼
格”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
北偏西方向移动，11月1日白天起转

向偏西方向移动，向本岛东北部到粤
西一带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省气象局于 31 日 16 时 50 分
继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东方八所中心渔港：

渔船回港避风

10月31日，在东方市八所镇
中心渔港，渔船回港避风，渔民陆
续转移到岸上。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万名干部下企业

本省新闻 2022年11月1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蔡佳倩 美编：陈海冰 检校：卫小林 苏建强A05 综合

■■■■■ ■■■■■ ■■■■■

本报讯（记者曹马志 通讯员李
相宇）“企业正在开足马力复工复产，
目前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流动资金紧
张，希望金融机构加大贷款支持力
度。”近日，在儋州市“服务企业党旗
红”暨干部下企业座谈会上，儋州牧春
绿色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牧春绿色生态农业）副总经理王文
理刚坐下没多久，便直接向与会政府
部门道出企业发展的痛点。

王文理话音刚落，儋州市发展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郭蒲琴迅速回复：“儋
州洋浦智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已经上
线，全市企业均能通过平台及时了解
金融政策和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服
务模式，并自主选择不同的贷款银
行。对于牧春绿色生态农业融资需
求，市发改委可以协调相关部门，牵线
搭桥，协助企业尽快对接融资。”

企业出题，政府答题。面对面“吐
槽”，一对一解忧。当天，儋州市委组
织部和市发改委共同组织此次座谈
会，儋州市委环湾办、洋浦保税港区发
展局、儋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市科技
和工业信息发展局、市农业农村局等

多家单位的下沉服务企业干部参与，
现场为企业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王文理介绍，受此前疫情影响，该
企业的多种农产品一度滞销，企业正
在想方设法拓宽销路，“希望政府能搭
建更有效的促销平台，支持农业企业
加快复工复产速度。”

对此，儋州市农业农村局联系企
业干部王明英表示，儋州多部门联合
搭建了助农销售平台，接下来，将深入
企业，摸清农产品待售底数，引导发动
社会各界力量，利用直播带货、线上展
销等多种促销方式，“点对点”解决企
业销售难题。

针对社保缓缴等诉求，郭蒲琴
说，为了切实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中碰
到的难题，《海南省稳经济助企纾困
发展特别措施（2.0版）》提出了一系
列精准扶持政策，例如将延长养老、
失业、工伤保险补缴期限至2023年
底，住房公积金缓缴从申请享受升级
为免申即享，继续实施“欠费不停供”
政策等。在申报享受政策方面，儋州
市下沉联系企业干部可以提供“一对
一”政策辅导。

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中国石化海
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海南金海浆纸
业有限公司、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

限公司、儋州牧春绿色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海南金林热带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宁波市天基隆智控技术
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就复
工复产中存在的困难、相关诉求进行
反映。儋州有关单位负责人现场逐一
回应企业诉求，助企纾困。

儋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靖介
绍，接下来，儋州将不定期举行面对面

“吐槽”会，更好为企业发展把脉问
诊。目前，该市抽调千余名党员干部
下沉服务企业，实现全市“四上”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和重点项目、重点园
区服务覆盖率达到100%。

儋州组织座谈会为企业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变“槽点”为助企纾困的支点

本报讯（记者谢凯）近日，
省农业农村厅在五指山市水满
乡开展海南美丽乡村休闲农业
精品线路推介发布活动，活动
发布了10条乡村休闲旅游精
品线路和35个乡村休闲旅游
精品景点。

推介会上，省农业农村厅
向社会公开发布了10条乡村
休闲旅游精品线路和35个乡
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这10
条线路和乡村休闲旅游精品
景点的旅游内容主要突出研
学游、亲子游，包含乡土乡情、
自然科普、农事体验、历史文
化、红色文化、避暑纳凉等，主
题鲜明，类型丰富，全面串联
起了我省美丽乡村、休闲农业
点、革命纪念园等精品旅游资
源，为广大市民游客休闲度
假提供多层次、多业态的乡
村休闲旅游产品供给，精准
有序促进乡村休闲旅游消费
稳步恢复。

推介会上，“乡约海南”
微信小程序乡村休闲旅游推
介平台同步启用，该平台集
合景区导览、旅游商品购买、
全景影像游览、民宿驿站预
订、活动报名等功能，还具有
社交联动等功能，是海南休
闲农业旅游发展的新网络化
平台。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开发和推介的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对
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
积极作用，今后还将每年继续
开展推介，将美丽休闲乡村、共
享农庄、休闲渔业等纳入推介
范围，为市场和客流提供更多
业态产品。

本次精品线路推介活动由
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省休闲农
业协会承办，各市县农业农村
领导、休闲农业点、旅行社、游
客体验官、各协会代表共60人
参加活动。

海南发布10条乡村休闲游精品线路

海南省专家服务基地
申报工作启动
每家最高可获10万元资助

本报海口10月31日讯（记者易宗平）2022
年海南省专家服务基地申报工作即日起开始，截
止时间为11月15日。这是10月31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省委人才发展局获悉的。

海南省专家服务基地，是由省委人才发展局按
照一定条件和程序认定，依托各类企业、行业协会、
科研院所、重点园区、经济开发区等载体设立的重要
平台，旨在创新高层次人才流动机制，组织专家对接
基层需求，引导专家服务基层经济社会发展。

据了解，设立海南省专家服务基地应具备五
项条件：尚未设立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所依托的
单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经营和管理状况良好；拥
有较完善的软硬件条件，具有配套的基础设施、管
理机构、服务体系和管理人员，能为专家开展科研
和服务活动提供支持条件；具备较好的技术创新
实力和科研基础，在技术攻关、项目合作、成果转
化、技术咨询、人才培养等方面拥有良好基础；具
有专家服务基层工作的扎实基础，拥有一定数量
的服务专家，并与对口专家建立良好联系，能定期
组织开展专家服务活动。

在具体申报方面，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按要
求填写《海南省专家服务基地申报表》，由单位负
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省属企事业单位、省级行业
协会申报材料报相应省级主管部门，其他企事业
单位、市县行业协会、驻琼单位申报材料报所在市
县党委组织部（人才发展局）。相关省级主管部
门、市县党委组织部（人才发展局）进行条件审核，
经集体研究形成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后，11月15
日前报送省委人才发展局。

省委人才发展局通过材料审核、实地考察、专
家评审、对外公示等程序，将评选出5家海南省专
家服务基地，并由省财政给予每家基地最高10万
元经费资助。

海南举行第四届戒毒工作
理论研究与实践论坛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何美娟）10月
28日，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第四届戒毒工作理
论研究与实践论坛在海口召开，全面展示近年我
省司法行政戒毒工作亮点和发展趋势。论坛通报
了2022年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理论研究征文活动
及“蒲公英禁毒宣讲公开课”决赛结果，并向获奖
的个人及集体颁奖。

论坛期间，获奖论文作者代表围绕“海南自贸
港背景下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指导参与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工作思考”“司法行政戒毒工作成效及未来
展望”“在戒毒人员中开展统一戒毒模式下团体心
理辅导的案例研究”等主题进行交流发言，展示了
新一轮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启动以来，司法行政戒
毒系统在推进全国统一戒毒模式、指导参与社戒社
康、禁毒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本次论坛高度肯定了海南广大司法行政戒毒
干警戒毒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全省司
法行政戒毒系统共300余人参加。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央公园
方案设计国际竞赛结果揭晓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记者黄媛艳）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中央公园方案设计国际竞赛历时5
个月，10月28日从全球122家设计机构提交的方
案中遴选出LOLA Landscape Architects B.
V.公司牵头的设计方案，该团队也将从720万元
的竞赛奖金中获得240万元奖励。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央公园全长约4.4公
里，作为贯穿全城的城市景观轴线，串联城市各开
放空间，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规划发展中最重要
的项目之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央公园方案设
计国际竞赛自2022年5月16日发布竞赛公告以
来，吸引了91家中国公司和31家国外公司参与，
参与机构涉及13个国家。

本次国际竞赛方案评审会以“现场+远程视
频会议”的形式举行。7位专家评委采用“暗标评
审”的形式，在详细评阅竞赛成果文件后，对5个
进入决赛的方案进行了审慎、充分讨论，提出了各
自的意见和建议。经过3轮的记名投票，评审委
员会一致评选出第一名、第二名及3个无排序的
优秀奖方案。

本报屯城10月31日电（记者谢
凯 通讯员林小丹）近日，为多措并举
推动经济恢复重振，屯昌县在已出台
的相关助企纾困措施基础上，再次实
施助企纾困特别措施，发布《屯昌县稳
经济助企纾困发展若干措施（2.0版）》
对助企纾困政策进行扩围升级。

该措施提出，要扩围升级原有助企
纾困政策、新增一批缓缴措施、进一步
为企业减费让利、实施更多补贴帮扶措
施、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刺激消费激活
市场等6个方面27条举措，切实为企业
和市场主体解决更多实际困难。

在保持原有助企纾困政策不变的
基础上，屯昌继续延长三项社保费补
缴期限，免申即享缓缴住房公积金，允
许企业缓缴医疗保险和缓缴部分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保证金，水电气“欠费不
停供”保障客户使用权，扩大扩岗补助
实施范围，对招录特定条件人员的企
业，按每人1000元标准发放扩岗补
助，屯昌还鼓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扩
能扩产，满足条件的额外奖励5万元。

为增添文化旅游市场活力，屯昌
将联合OTA平台及新媒体平台推出
屯昌新玩法、旅游新产品及优惠套餐

等，吸引消费流量，鼓励企业积极参与
或举办全县性体育赛事活动，可经综
合评估后给予组织企业赛事补贴，补
贴有效期延长至2023年一季度。与
此同时，11月至12月继续举办各类
旅、文、体活动，拉动文体市场消费。

在为企业减费让利方面，屯昌将全
力落实好企业创新的阶段性减税政策
和用电减免政策，降低2022年全年柴
油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缴纳比例，切实
减轻企业电费负担和运输成本，对政府
投资的创业孵化基地免除用户租金。

为缓解企业和市场主体以及农户

的资金压力，屯昌将于近期尽快落实
各项涉农纾困补贴、工业奖补资金、高
新技术产业奖励资金等财政奖励措
施，让符合条件的农户、企业等市场主
体尽快获得资金支持，缓解经济和运
营压力。

屯昌还将于11月底前举办不少
于5场次招聘活动助力就业，同时帮
助重点企业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相
关核酸检测费用由县级财政承担。还
要选派180名干部作为助企服务员，
重点帮扶和服务该县135家企业和
50个项目。

此外，屯昌还将在提高个体工商
户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组织开展银企
对接活动、推行银行保函替代现金缴
纳土地出让竞买保证金等方面帮助本
地企业更好获得信贷金融支持。

在刺激消费激活市场方面，屯昌
将开展第二轮促消费活动，追加新能
源汽车奖补，对本地企业建设的跨境
电商交易平台，一次性给予最高5万
元的补助。同时将安排各行业主管部
门积极组织产销对接活动，帮助县域
内企业生产的生活物资、生产物资、水
泥建材和农产品去库存。

屯昌助企纾困政策扩围升级
涉及减费补贴等6方面27条举措

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优选项目名录公布

海南3个项目入选
本报讯（记者刘晓惠）日前，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协会公布2022年“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
发展优选项目名录”，海南3个项目入选。

海南入选2022年“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优选项目名录”的项目为：海南省三亚南山国际非
遗中心——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海南槟榔谷黎
苗文化旅游区入选非遗旅游景区，海南昌江石碌
镇保突村入选非遗旅游村寨。

本次入选的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
经过受理申报、专家评审、会审公示等程序产生，
分为非遗旅游景区、非遗旅游小镇、非遗旅游街
区、非遗旅游村寨4个类型。

据悉，评选“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
目”，既是发现、培育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秀项
目的过程，也是整体推进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过
程。接下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将从
宣传引导、人才培养、金融扶持、品牌打造四个方
面对入选项目持续开展多方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