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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餐饮 杜绝浪费
本报讯（记者曹马志）“服务员，打

包带走。”11月23日中午，在儋州市那
大镇文化北路一家湘菜馆，市民林薇和
朋友聚餐后，点的油豆腐焖肉还剩一
些，喊来服务员，用降解塑料包装盒装
好，打算带回家。

在儋州，越来越多的市民像林薇一
样，聚餐时适量点餐，剩餐打包，养成良

好的消费习惯，勤俭节约蔚然成风。近
年来，儋州持续深入开展“光盘行动”，
涵养城市文明新风，文明餐桌理念逐渐
深入人心，培育良好社会风尚——

在学校，节约是一节“必修课”。“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儋州市那大第三小学通过
诵读古诗等多种方式开展宣传活动，让

学生珍惜粮食，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养成勤俭节约、杜绝浪费的习惯。

走进商场的餐饮店，文明用餐、合
理用餐等标识牌摆放在醒目位置，“光
盘行动”宣传氛围浓厚深入人心。

“现在点菜，适量就好，不像以前，
看到菜单上的菜品，总想多点些。”在
儋州夏日广场五楼一家日料店，市民
李健强循序、适量点餐。点的菜吃完
后，他意犹未尽，又点了一份寿司，继
续“光盘”。

不只是顾客，越来越多儋州的餐饮
店积极响应“光盘行动”号召，通过店内

“文明用餐”标志提醒、服务员点餐指
引、提供多种菜色份例、主动提供打包
盒等方式倡导文明用餐。

同时，儋州发布了制止餐饮浪费、
养成节约习惯等相关的倡议书，通过线
上线下多种方式，开展接地气的宣传倡
导，鼓励消费者外出理性消费，点菜适
量，杜绝浪费，并持续深入开展“公筷行
动”，向广大市民传播健康的用餐观念。

儋州深入推进“光盘行动”，文明餐桌理念深入人心

争做“光盘”行动派 拥抱节约好“食尚”

本报海口11月 27日讯 （记者习
霁鸿）11月 27日，海口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表示根
据当前疫情形势发展需要，为有效排
查风险隐患，落实“四早”要求，方便市
民和游客朋友完成核酸检测，海口12
月继续提供常态化核酸检测服务。

根据通告，自12月1日起，每三天
为一个核酸检测周期。每日核酸检测
时间为8时到12时，15时到20时。所
有采样亭均设黄码通道。市民朋友可
通过“健康海口”微信小程序中的“核
酸采集点地图”实时查看现场排队情
况。

海口12月继续提供
常态化核酸检测服务

每三天为一个核酸检测周期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林婷
豫）11月23日至25日，“构建文明家庭
共创文明城市”专题培训班在澄迈县老
城镇开班，该县各机关单位、各乡镇代表
共80余人参加。

本次专题培训班为期三天，以室内
讲座和户外研学为主。在室内讲座环
节中，讲师通过讲解美好家庭对个人发
展的积极作用、正心修身对传承良好家
风风尚的重要意义以及大力培育等角
度出发，讲解建设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
意义。

在培训班后的座谈会中，学员以分
组讨论的形式，进行深入交流互动。根
据主题内容，理论结合工作实际，学员依
次探讨如何将创建文明城市的口号落实

到工作中等，现场气氛热烈。
11月25日是专题培训活动最后一

天，全体学员来到琼海市沙美村开展研
学活动，了解沙美村在乡村建设后的发
展变化。学员们纷纷表示，在沙美村的
研学活动中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创建文明
城市的重要意义。

“系统的培训可以让学员对‘创文巩
卫’工作有更全面的认识，以问答和分组
讨论的形式可以让学员更好地消化学习
的内容，对关键内容有更深的记忆。”讲
师徐国建说，希望学员们在此次培训中
能学有所获。

此次专题培训班由澄迈县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海南日报
读者俱乐部承办。

澄迈开展“构建文明家庭
共创文明城市”专题培训活动

本报讯（记者苏杰德）11月27日，
海南省沉香产业协会换届大会在定安文
笔峰召开。协会全体会员参加换届大
会，海南香灵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志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

海南省沉香产业协会 2012 年成
立以来，连续筹办六届海南国际沉香
博览会，在北京举办首届沉香博览会，
举办两届《诗歌牵手沉香》等系列活
动。同时，协会积极推进重点沉香体
验点位的打造，吸引沉香爱好者到海
南体验沉香文化。协会与文笔峰旅游
区在建设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

过程中，以沉香产业链为轴线，以沉香
种植区、奇香文化苑为切入点，建设了
全国第一座户外式开放型沉香博物
馆。协会积极参与、落实《海南省沉香
产业规划（2018-2025）》，首次对外发
布《沉香鉴定》《沉香质量等级》等省级
地方标准。在协会牵头组织下，出版
《沉香投资入门宝典》《沉香种植与管
理技术》等书籍。

协会今后5年将以“做高标准，做强
品牌，做大产业，做优服务”为目标，紧紧
抓住海南自贸港发展契机，有效推进海
南沉香产业的规模化和可持续发展。

海南省沉香产业协会
举行换届大会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卢炫谷 李哲朋

11月25日中午12时许，在海口市
秀英大道和椰海大道十字交叉路口斑马
线上，一名中年男子双手捂着胸口仰面
躺在地上。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机动
四中队战士24岁的陈宗凯刚好路过现
场，发现情况不对，立即俯下身询问倒地
男子。

此时，男子双目紧闭，脸色发青，已
经没有了意识。陈宗凯立即解开男子上
衣纽扣，将手放在男子心脏处，也难以感
受到其心跳。

陈宗凯当即采用部队所掌握的救助
知识，对其实施心肺复苏。一下、二下、
三下……经过约两分钟的胸外按压，中
年男子逐渐恢复意识。陈宗凯立即从自
己背包里拿出水壶给中年男子喂了几口
水，并建议其去医院就诊。

中年男子介绍，他姓曾，有心脏病
史，以前也发生过类似情况，休息一阵就
好，不用去医院。见曾先生身体好转，陈
宗凯将其扶起搀扶到路边的绿荫处休
息，又跑到附近的超市买了一瓶果汁饮
料。另一名热心市民则将曾先生的电动
车推到路边。随后，陈宗凯用手机联系
了曾先生的亲属。

“您家人马上就过来，您好好休息，
我先赶回部队。”陈宗凯将曾先生托付给
那位热心的市民，随即离开现场。因陈
宗凯走得匆忙，竟将装有自己士官证的
背包遗留在曾先生的电动车上。事后，
曾先生据此找到了陈宗凯所在的部队。

“心脏骤停，这有生命危险，多亏有
武警战士及时相救。”当晚，曾先生及其
家属将一面印有“不忘初心担使命，见义
勇为暖人心”的锦旗送到陈宗凯所在部
队，以表达对子弟兵的感激之情。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

海口一市民突发心脏骤停，武警战士对其心肺复苏

挺身而出护生命
见义勇为好战士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11月25日至26日，2022陵水疍家
文化美食节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新
民大道举行。

陵水新村镇有着海南最大的疍家人
聚集族落。由于世代耕海，逐水而居，疍
家人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独具海上
特色的饮食和民俗文化。此次活动旨在
通过文旅深度融合的方式，让更多人知
晓疍家美食和疍家文化，讲好疍家故事，
培育当地旅游餐饮特色品牌，进一步推
动陵水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从造型独特的船形入口步入，街道
两旁的摊位前熙熙攘攘，椰香鱿鱼、陵水
酸粉等美食香气四溢，揽客声、美食烹炸
声汇成一片。

其中，现场熬制的气鼓鱼粥尤其受
市民游客欢迎，这是当地疍家人极具代
表性的一道特色美食。“鱼粥非常鲜美，
鱼肉嫩滑，孩子也很爱吃。”来自江苏的
游客王女士对此赞不绝口。

此外，人们在品尝以米制作的疍家
糕点小吃时，也感受着疍家的婚俗文化。

上世纪“70年代的新村海上流动小
学渔船课堂”“疍家渔”“水上婚礼”“赶海
拾贝”……一张张照片展示着疍家文化
这朵生于海上的民俗之花，吸引了许多
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在疍家文化打卡
区，疍家文化摄影作品展和疍家非遗刺
绣展让游客进一步了解疍家文化历史底
蕴；手工DIY疍家帽、海洋漂流瓶等互动
游戏带来了别样的沉浸式体验。

随着夜幕降临，现场越发热闹。精

彩的乐队和黎族歌舞表演，点燃了全场
的热情，大家纷纷跟随着节奏载歌载
舞。疍家人常以歌传情，舞台上，新村镇
渔民小学学生身着疍家服饰，演唱了《我
们疍家人》这首经典民歌，不仅歌唱海上
丰收的喜悦，也唱出了疍家人勤俭勇敢
的特质。

本次疍家文化美食节正值卡塔尔世
界杯举办之际，活动现场设置了大屏观
赛区。当晚的赛事直播将现场气氛推向
高潮，球迷们一边享受美食，一边为世界
杯喝彩，尽情享受这个酣畅淋漓的夜晚。

与此同时，文旅体验区、互动游戏区
等多彩活动，极大增加了本次疍家文化
美食节的可玩性与可看性，让游客在品
味疍家美食的同时，更能深入感受疍家
文化的独特魅力，获得从美食到人文的

深度体验。
为了扩大活动影响力，多名达人主

播现场通过视频、图片的方式进行线上
宣传。“美食推荐官”博主借助多个平台
向五湖四海的网友多角度地展示疍家美
食文化节的现场，讲述疍家故事，推介陵
水美景、美食。现场的集赞活动同样吸
引了市民游客拍照，他们还在社交平台
分享。

据悉，本次活动由陵水黎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主办，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局、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
镇人民政府承办。下一步，陵水将进一
步加强对疍家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培育
特色文化旅游品牌，提振文旅消费，助力
陵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椰林11月27日电）

2022陵水疍家文化美食节上，椰香鱿鱼、气鼓鱼粥等香气四溢

疍家渔乡美食邀客来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近日，海口市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关于加装电梯奖补资金申报要求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为做好纳入老旧
小区改造计划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奖补
资金申报工作，《通知》明确了加装电梯奖
补资金申报条件、办理流程等，奖补金额
每台电梯最高15万元。奖补资金申报截
止日期为2025年12月31日。海口各辖
区住建行政主管部门于2026年1月1日
起不再受理加装电梯奖补资金申报业务。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奖补资金
的，所在住宅小区要已纳入老旧小区改
造计划。纳入计划时点为市政府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日期。在时点之后职能
部门出具加装电梯使用验收合格证的，
符合奖补资金申报要求；在时点之前已
出具合格证的，不予受理奖补资金申
报。同时需已取得建筑工程竣工验收
合格证明和《电梯使用登记证书》。奖
补金额为不超过加装电梯建设成本的

50％且不超过15万元/台，超过15万
元，按15万元/台奖补。

该奖补资金可以作为加装电梯的
建设成本，支付给施工方，也可以用于
电梯运行维修使用，支付到业主设立的
公共账户。

申领该奖补资金时，需业主向所在
辖区住建部门提出奖补资金申请，提供
申报材料，并由辖区住建部门对申报材
料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
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反馈退档意见，
限时1个工作日内完成。

在奖补资金申报材料报送时间方
面，今年11月底以前完成加装电梯奖补
资金申报审核的，辖区住建部门于今年
11月30日前向海口市住建局报送申报
材料。2023年至2025年，报送时间为
当年9月30日前。2026年9月30日前
为最后一次报送时间。同时各辖区应
将本通知在纳入改造计划的老旧小区
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60天。

海口开通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奖补申请通道

每台电梯最高奖补15万元

资金用途

可以作为加装电梯的建设成本，支付给施工方；
也可以用于电梯运行维修使用，支付到业主设立的公共账户

金额

不超过加装电梯建设成本的50％
且不超过 15万元/台

申报材料报送时间窗口
（区住建部门向市住建局报送）

今年11月30日前；
2023年至2025年，报送时间为当年9月30日前；
2026年9月30日前为最后一次报送时间

儋州市新英湾时下正值大潮汛。近日，村民们趁着退潮下海赶海。晚霞满天，村民赶海归来，成了一道特色风景线。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新英湾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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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聚焦竞争发展新优势，将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完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体系，加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形成高价
值专利组合；夯实知识产权工作基础，支
持海南建设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专题数据
库，推动设立知识产权学院。

《实施方案》提出，双方将成立知识
产权强省建设委员会，国家知识产权局
在确定各类试点示范项目、资源布局及
扶持政策方面给予海南重点倾斜，原则
上每1年至2年共同研究制定出台细化
工作要点，扎实有序推动强省建设任务
落地见效。坚持“一市一案”建强市、“一

县一品”建强县，强化国家知识产权局、
省、市县协同推进。

根据《实施方案》，目前双方已确
定2022年至 2023年共建知识产权强
省工作要点，包括高标准推进海口市
及海口市龙华区、三亚市崖州区等地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研
究制定海南率先落实《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知识产权任务
的专项政策文件，建设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示范区（海南澄迈），围绕生
物医药重点产业开展专利导航工作，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实施深海领域专
利转化专项计划等。

力争5年内知识产权
综合竞争力跻身全国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