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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罗霞）《海南省稳经
济助企纾困发展特别措施（2.0版）》
（以下简称《特别措施》）提出，进一步
刺激消费激活市场。我省相关部门负
责人近日介绍相关政策时表示，《特别
措施》出台以来，我省通过一系列措施
刺激消费，有效激发了消费市场活力，
目前发放消费券、开展聚人气活动等

举措正持续推进。
为提振岛内消费，省商务厅和

我省一些市县纷纷发放政府消费
券，涉及免税、购物、餐饮、家电等方
面，海南离岛免税店、商场等商家积
极推出各类促消费举措，受到消费
者的欢迎。目前，消费券发放工作
有序推进，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在
海口，“惠聚椰城 悦享美好”2022年
终促消费活动近日启动，将持续 3
个月，重点聚焦免税、汽车、零售、餐
饮、旅游等行业，市区联合、政企联
动，通过“节庆+活动”，提振消费信
心，释放消费潜力。

放宽限购政策，大力刺激汽车消
费方面，今年9月至12月期间，我省
阶段性放宽购买小客车限制，激活未
使用的增量指标。阶段性放开普通
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资格条件，取消
居住证和驾驶证限制。取消近24个
月（含）连续在本省实际缴纳个人所
得税的非本省户籍人员的摇号限
制。个人名下在本省已登记普通小
客车超过3辆的，在2022年12月底
前，申请更新指标数量不受3辆小客
车的限制。个人名下在本省已登记
有新能源小客车，但无普通小客车
的，可依条件申请普通小客车增量指

标。从9月27日起，符合此次放宽条
件的车主可通过海南省小客车保有
量调控管理信息系统申请小客车增
量指标或更新指标。

我省有序组织聚人气系列活动，
继续举办好“十大主题活动”，推出以

“疫散云开，重见海南”为主题的营销
推广百日行动，吸引游客来琼旅游。

按照活动安排，从11月5日起，
在100天的时间里，我省举行以“疫散
云开，重见海南”为主题的营销推广百
日行动。100天内，全省将联动推出
161场线上线下和“走出去请进来”活
动，其中旅游推广及节庆会展类60

场、文化演艺类30场、体育赛事类71
场。“跟着名导游海南”旅游推广活动
等已陆续启动。

10 月 27 日，我省启动 5300 万
旅游消费券发放活动，面向全国发
放消费券，该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
日。活动期间，游客可登录银联云
闪付APP，进入领券活动专区，领取
景区、酒店满减旅游消费券。首批
发放的消费券配置多个档次满减优
惠券。我省各大旅游企业也纷纷借
此机会，推出多项旅游套餐产品，吸
引更多游客，促进海南旅游产业加
速回暖。

发放消费券、推出聚人气活动……我省多措并举刺激消费激发活力

让消费更旺 让市场更暖
政策

海南消防组织开展
水域救援对抗大演练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杨
雄淞）11月14日上午，为期3天的全省消防水域
救援对抗演练在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与战勤保障
支队拉开序幕，28支队伍将围绕水域救援单兵科
目和整建制科目开展水域救援对抗演练。

“此次水域救援对抗演练紧紧围绕我省水域
灾害事故特点和救援实战需要，通过实景模拟、对
抗演练等方式，力求以演促练、以练为战，全面检验
队伍训练成果，提升海南消防救援队伍水域救援专
业能力，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打造水域救援精
兵。”海南消防救援总队作战训练处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本次对抗演练单兵科目为200米游
泳、400米蹼泳及舟艇避障救援，整建制科目为翻
舟自救、孤岛救援及潜水救援。

海南首家科技园
“侨胞之家”揭牌

本报讯（记者昂颖）近日，海南师范大学国家
大学科技园“侨胞之家”揭牌成立。作为我省首家
科技园“侨胞之家”，将充分发挥科研院校和科技
园人才荟萃、智力聚集的优势，更好服务海南高校
和科技园的归侨侨眷、留学归国人员，为资金、技
术、人才和项目引进牵好线、搭好桥。

据介绍，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是科
技部和教育部共同认定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是
优秀海归人才聚集地，已累计孵化企业800余家，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45家。

农耕文化实践营地
推荐名单（第一批）公布

海南2个单位入选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

厅、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公布农
耕文化实践营地推荐名单（第一批），推荐全国农
业展览馆（中国农业博物馆）等60个单位为农耕
文化实践营地。其中，海南三亚市水稻国家公园、
琼海市留客农耕文化研学实践基地入选。

根据相关要求，推动农耕文化实践营地发展
是一项长期系统工作，要以服务乡村振兴为目标，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公益属性，完善硬
件设施，挖掘农耕文化，配强师资队伍，丰富课程
内容，创新实践方式，建成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弘
扬中华农耕文化、培养知农爱农意识的少年儿童

“三农”教育实践基地，并将其纳入校外少先队实
践教育营地（基地），为加快少先队组织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团委、少工委要建
设一支农耕文化少先队校外辅导员队伍，为少先
队员学习农耕文化答疑解惑、提供指引。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傅
人意）柬埔寨农业历史上第一株香蕉
组培苗来自中国海南，这株“小苗”在
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茁壮成长——柬
埔寨香蕉对中国的出口量从2018年
的 1 万吨增加到 2021 年的 42.3 万
吨，这背后离不开中国农技的支撑。
11月14日，“2022年中国（海南）-柬
埔寨热带农业技术培训班”通过远程
视频连线的方式在海南和柬埔寨举
行，中国农技继续“走出去”，助力中
柬农业合作“感情”持续升温。

“此前已成功举办五期培训活
动，这次是第六期培训，旨在深入
落实中国（海南）-柬埔寨热带农
业技术合作协议。”省农业农村厅
负责人表示。此次培训由中国热
带农业领域专家在海南授课，学员
在柬埔寨皇家农业大学进行理论
学习，在柬埔寨当地的农业基地现
场实践实习。

“做农业不能只靠良好的自然资
源禀赋，还需要掌握农业种植管理技
术知识。”柬埔寨驻海口总领事馆总

领事春文通表示，海南在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方面经验丰富、技术成熟，近
年来为中柬热带农业合作持续培养
优秀人才，为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添
砖加瓦。

“过去几年，海南政府部门为柬
埔寨热带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培育栋
梁之材，希望学员们继续向中国老师
学习，学真功夫，学真本事！”柬埔寨
皇家农业大学农学院吉洪院长在现
场为学员鼓劲道。

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一等秘

书王向社透露，两年多来，疫情给柬
埔寨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但
中柬两国农业合作展现出勃勃生
机。2019年至2022年6月底，柬埔
寨共向中国出口农产品达240万吨，
出口总值达19.42亿美元。

“近年来，海南农企加速布局柬
埔寨，我们有资金、技术、管理经验，
柬埔寨有大量尚未开发的土地和劳
动人口优势，中柬农业合作前景值得
期待。”海南省农业对外交流合作促
进会相关负责人说。

科技“一线牵”中柬合作升温

“向中国老师学习，学真功夫，学真本事！”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陈
蔚林）全省监狱连续19年实现“无罪
犯脱逃、无狱内重特大案件、无重特
大生产安全事故、无重大疫情”的“四
无”目标，连续25年实现生产安全。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从11月14日在海
口举办的海南监狱系统教育改造工
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发布会上，省监狱管理局（省戒
毒管理局）政委翁书朗介绍，海南监
狱系统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分为三个

阶段，分别是入监教育、常规教育和
出监教育。其中，常规教育贯穿罪犯
改造的全过程，紧紧围绕把“罪犯改
造成守法公民”的目标，对罪犯开展
思想、文化、技术三课教育，主要内容
涵盖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
等多个方面。

思想教育主要是通过开设思政
精品课、举行升国旗仪式、宣讲红色
故事、组织学唱改造歌曲、举办纪念
日教育活动等主题教育方式厚植罪
犯爱党爱国情怀；通过系统开展道德
规范教育和“孝、悌、忠、信、礼、义、
廉、耻”八德教育，切实增强罪犯道德
观念，培育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

道德、社会公德。
文化教育主要是与教育部门联

合开展学历教育，开设扫盲班、小学
班、初中班，对“文盲”和尚未完成
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年龄在45周岁
以下且具备学习能力的所有罪犯，
实行“统一编班、统一教材、统一授
课、统一命题、统一考核”。2018
年，我省成为全国首个将罪犯文化
教育纳入政府总体规划的省份，罪
犯文化教育迈上了专业化、社会化、
规范化轨道，罪犯文化教育覆盖面
达到100%。

在劳动技能培训方面，海南监狱
系统充分结合罪犯服刑期间的劳动

岗位需求，以及刑满释放后的就业创
业需要，联合劳动保障部门、就业培
训机构、企业等，以课堂讲授、技能学
习、车间实操的方式促使罪犯习得一
技之长，帮助罪犯刑满释放后顺利回
归社会和谋生就业。

2018年，我省成为全国首个将
罪犯职业技能培训纳入政府总体规
划的省份，在财政和就业系统的保障
下，各监狱联合社会培训机构开展罪
犯职业技能培训，2019年以来，共有
11335名罪犯根据个人兴趣特长，分
别参加了面点、园艺、电焊、缝纫等20
多类技能培训，年均获证率达到了
98%以上。

聚力推进罪犯教育改造工作

海南监狱系统连续19年实现“四无”目标

新闻发布

第六届中国客服节获奖名单发布

海南两热线话务团队获
最佳明星班组奖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袁宇）11月14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
管理中心获悉，在近日举行的2022年第六届中国
客户服务节上，海南12345乐东黎族自治县分平
台、三亚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的话务服务团队
凭借专业服务荣获“最佳明星班组”奖项。

据了解，今年1月1日至11月3日，三亚市
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受理市民游客诉求1519806
件，办结1511921件，办结率99.48%，回访满意率
98.26%，在社会治理现代化、文明城市创建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乐东12345热线平台自2020年建成投入使
用以来，已整合县直部门服务热线17条。两年多
来，共发生话务量271034通，共受理有效办件
234672件，办结率99.65%，群众满意率99.11%。

11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工厂化
育苗中心了解到，今年冬季瓜菜种植季，该育苗中心预计培育600
万株瓜菜苗，目前已培育了500多万株，包括青瓜苗、茄子苗、辣椒
苗、百香果等。

据悉，该育苗中心每次育苗可达400万株，年育苗数量达到
1300万株，保证了良种良苗供应，给农户带去一株株丰收的希望。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图/本报记者 王程龙

育出

农户在管护园区内的新品种黄金木瓜。

农户在智能温室玻璃大棚培育青瓜苗。 农户在智能温室玻璃大棚培育辣椒苗。

潭牛文昌鸡上榜
农业农村部推广案例
以“全链条优化创新品牌
发展之路”入选

本报文城11月14日电（记者刘
梦晓）近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全
国50个农业品牌为2022年农业品牌
创新发展典型案例，其中，潭牛文昌鸡
以“全链条优化创新品牌发展之路”入
选该名单。

据悉，推介的典型案例，重点体现
了品牌主体在核心竞争力提升、品牌
协同发展、品牌营销创新、品牌监管保
护、品牌帮扶等方面的典型做法和成
效，为推动农业品牌创新发展探索了
路径，提供了经验，具有典型性、代表
性和可借鉴性。这些典型案例还将以
案例集形式正式出版。

文昌鸡是海南省农业农村厅首
批启动的17个农业产业链之一，壮
大文昌鸡产业是海南农业发展的重
点任务之一。省农业农村厅正按照
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的思
路，建设多元产业融合、集约高效的
文昌鸡产业集群。

近年来，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
有限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品牌建设
为抓手，不断推进文昌鸡全链条结构
性调整，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行文
昌鸡种源优化、标准化养殖、专业化
生产、产业化管理、品牌化运营，有效
提升农户品牌意识，不断提高潭牛文
昌鸡社会认可度和消费者满意度的
同时助农增收致富，振兴乡村经济。

截至2021年底，文昌市文昌鸡饲
养量 7500 多万只，产业总产值达
24.06 亿元，养殖及出栏量占全省
50%，饲养从业人数达1.6万人。

首届大三亚地区
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近日，第一届大三亚地
区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三亚落幕。据悉，举办此
次赛事旨在鼓励大三亚地区及周边市县青年勇于
创新，培养创业精神和提高创业能力，遴选一批优
秀青年创业团队和项目，储备优秀青年人才，为推
进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本届大赛以“创新青春韶华、创业圆梦未来”
为主题，涵盖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企业、电
子数据、文旅美食等领域，搭建青年创业展示项
目和资源对接平台，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进一步促进青年就业创业。经过三亚、陵水、乐
东、保亭、万宁和五指山等市县团委的积极宣传
发动，吸引省内外优秀团队的踊跃参与，共有
250个项目参加了本次大赛。其中，社会组133
个，高校组117个，为大三亚地区青年创新创业
发展注入活力。

此次总决赛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参加
项目路演及答辩，社会组和高校组各16个优秀
项目进入总决赛亮相，各组最终决出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并获得相应的奖金和荣
誉证书。

共青团海南省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年是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生力军，共青团海南省
委将继续升级打造中国（海南自贸港）青年筑梦大
道平台，吸引和凝聚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青少年在
海南筑梦、追梦、圆梦，助力海南自贸港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