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时而低头
觅食，时而停留在树枝上休息，时而
又滴溜溜地转着一双眼睛四处张望
……近日，80多只黄胸鹀现身海南
东寨港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以下简称东寨港），数量为近三年
来海口地区内最多。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日前从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东寨港管
理局）了解到的。

“过去，黄胸鹀在海口为罕见候
鸟，近年来仅有零散记录。”东寨港管

理局林业工程师冯尔辉介绍，黄胸鹀
又名禾花雀，是一种小型雀形目迁徙
鸟类。近年来，因被推崇为“天上人
参”，人们大量盗猎贩卖，致数量急剧
减少。2017年，它被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
物种。2021年，中国将黄胸鹀升级
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据悉，黄胸鹀喜欢栖息于低山
丘陵和开阔平原地带的灌丛、草甸、
草地和林缘地带，尤其喜欢溪流、湖
泊和沼泽附近的灌丛、草地，以谷物

和草籽为食。
冯尔辉介绍，黄胸鹀对栖息地和

环境变化十分敏感，是环境质量的重
要指示物种。此次发现是目前海口
市境内记录到黄胸鹀的最大种群，说
明海口的生态环境向好，也对黄胸鹀
越冬和种群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受东寨港管理局委托，海口畓榃
湿地研究所在东寨港选取了6个主
要的鸟类分布区，每月对鸟类种类组
成、数量与分布动态进行监测，及时
掌握保护区鸟类情况，为相关政策的

制定提供数据支撑。此次发现80多
只黄胸鹀就是得益于这一监测。

“除了黄胸鹀外，我们此次还监
测到100只小鹀、200只须浮鸥成
群活动于当地的湿地和灌丛生境
中，觅食、休息、鸣唱等。”海口畓榃
湿地研究所所长卢刚表示。

记者了解到，随着近年来海口
生态环境逐步改善，海口受到多种
珍稀物种青睐。此前，相关部门和
机构曾在海口发现黑脸琵鹭、红原
鸡、豹猫等等。

超80只极危物种黄胸鹀现身东寨港
数量创下海口近三年之最

一批违规使用医保
基金典型案件被曝光
查处6家医疗卫生机构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孙慧）
12月5日，省医疗保障局公布第四期
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被查处案件，涉及
超医保限制用药、超标准收费、违规收
取医用耗材费用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行为。儋州市那大胜利社区第二卫生
服务站、乐东黎族自治县乐东光爱医
院、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卫生院等6
家医疗卫生机构被查处，并追回违规
使用的医保基金。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30日期间，儋州市那大胜利社区第二
卫生服务站、儋州市那大解放社区卫
生服务站存在超医保限制用药、药品
进销存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
儋州市医疗保障局对两家社区卫生
服务站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责令对
违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分别追回违
规使用的医保基金约 20.91 万元、
20.52万元。

2021年 6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 日期间，乐东光爱医院存在挂
床、无资质行医、伪造医学文书、串
换收费、无指征检验、多计收费、重
复检查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
乐东县医疗保障局约谈该院主要负
责人，暂停该院涉及医疗保障基金
使用的医药服务 6 个月，并拒付未
拨付的违规行为所产生的医保基
金，追回已拨付的违规使用医保基
金约35.87万元。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4 月期
间，海口市海口同和医院、海口市琼
山区凤翔街道中山南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卫生
院三家医疗卫生机构存在违规收取
医用耗材费用、虚列检查费、违规收
取针刺运动疗法费用、重复收费、过
度开展检验项目、违规收取低值医
疗耗材费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
为。海口市医疗保障局责令三家医
疗卫生机构对违规问题进行整改，
并分别追回违规使用的医保基金约
6.4万元、24.61万元、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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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周晓
梦 特约记者孙秀英）“监测发现，今年
11月我省细颗粒物（PM2.5）浓度低于
10微克每立方米。”12月5日，省生态
环境厅召开的2022年12月空气质量
会商会议传来好消息，今年11月我省
PM2.5浓度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
最优水平。

这与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采取

的“组合拳”密不可分，我省通过建立
健全会商机制、精准分析研判、加强实
地督导、完善预警机制、推动区域联合
执法等密集举措，力求在环境空气质
量方面实现精准治污、科学治污。

自今年10月中旬以来，省污染防
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半月召开一
次空气质量会商会议，通过监测数据
指标，对主要污染物影响因素分析研

判，坚持问题导向分析成因并压实责
任，从而让大气污染防治“有的放矢”，
逐步实现高质量精细化管控。

我省组织5个专项督导组，对空
气质量改善序时累计任务完成较差的
10个市县，持续开展实地专项督导。
开展现场检查以来，共检查点位1166
个、发现涉气环境问题611个，督导问
题发现率稳步提升。“通过督导，将问

题整改压力传导，同时主动帮扶企业
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向精细化升级。”省生态环境
厅执法局有关负责人说。

此外，我省严格落实“空气质量异
常小时响应机制”。一旦发现数据异
常，将立即查找原因，尽最大努力把每
一天都变成优等级天。

距今年完成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

务不足一个月时间，大气污染防治如
何发力？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肖建军
表示，前期努力虽然取得初步成绩，但
大气污染防治具有复杂性和不稳定性
的特点，部分市县仍有不能完成目标
任务的风险，接下来将重点开展打击
槟榔土法熏烤、企业无序排污等专项
行动，坚持不懈将全省空气质量改善
目标做到最优。

有监测记录以来，今年11月PM2.5浓度每立方米低于10微克

空气质量创我省历史最优

三亚经济圈多家景区
互惠联动
促进“圈内”景区融合发展

本报三亚12月6日电（记者李艳玫）近日，三
亚旅文集团联手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南湾
猴岛生态旅游区、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及海南富
力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共同推出“三亚经济圈景区
互惠联动”活动，加强三亚经济圈景区之间的互动
合作，推动三亚经济圈优秀旅游资源共享发展。

即日起至12月31日，游客持海南槟榔谷黎
苗文化旅游区、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呀诺达雨林
文化旅游区及海南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的门
票或预订信息，可享受三亚旅文集团旗下各景区
景点游玩门票、游乐项目优惠。同时，持天涯海角
游览区、大小洞天旅游区、鹿回头风景区等门票或
预约信息，也可享受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及
海南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的相应优惠政策。

三亚、陵水、乐东、保亭4个市县同属三亚经
济圈，拥有蓝色海洋、热带森林、温泉疗养、山地河
谷、民族风情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三亚经济
圈建设国际旅游胜地规划（2022—2035年）》初
步提出，力争到2025年，三亚经济圈国际旅游胜
地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充分发挥背靠国内大市场
的优势，成为国内领先、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旅
游目的地。力争到2035年，三亚经济圈国际旅游
胜地基本建成，成为知名旅游目的地。

“‘三亚经济圈景区互惠联动’活动，打破地域
功能分区的固有界限，促进了三亚经济圈景区融合
发展，为三亚、陵水、乐东、保亭、五指山等周边百姓
提供更多样的共享绿色生态空间。”三亚旅文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探索区域发展的新道
路，进一步促进形成以三亚为核心，陵水、乐东、保
亭、五指山为补充的“山海互动”“蓝绿互补”旅游新
格局，助推海南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2年度海南省“最美退役军人”
“最美拥军人物”候选对象公示
公示期为12月7日至13日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刘操）记者12月
6日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获悉，根据省委宣传部、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和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开展
的2022年度海南省“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
物”学习宣传活动安排，经广泛发动、逐级推荐 、
部门审核、社会投票、评选小组评审，产生了15个

“最美退役军人”候选对象，5个“最美拥军人物”
候选对象，3个“最美退役军人”提名奖候选对象，
1个“最美拥军人物”提名奖候选对象，相关名单
从12月7日起公示。

据悉，2022年度海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候选对
象为王军、李栋华、张云军、张院立、陈日能、陈明、欧
庆伟、周克成、郑裕旭、倪志坚、郭开寿、黄翀、康壮、
蔡春华、樊萍。2022年度海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候
选对象为王开民、孙衍吾、李红艳、陈兰芳、黄燕。

2022年度海南省“最美退役军人”提名奖候
选对象为王爱国、王斌、黄云淋。2022年度海南
省“最美拥军人物”提名奖候选对象为李丹。

据了解，公示期为 2022 年 12 月 7日至 13
日。公示期间，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可通过来
电、来信、来访等形式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反映情
况。反映情况必须客观真实，以单位名义反映情
况的材料必须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
况的材料应署实名并提供有效联系方式。联系人
为朱女士，联系方式为0898-65250317，邮寄地
址为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59号714室。

省就业局明晚举行
线下招聘会
20家用人单位供岗近500个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易宗平）12月8
日晚，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将在海口举
行一场线下公益招聘会。截至12月6日20时海
南日报记者发稿时，共有20家用人单位报名参加
此次招聘会，累计提供岗位497个。

此次招聘会地点，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和邦路
3号的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一楼公共招
聘服务大厅，举办时间为12月8日19时至21时
30分。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岗位，包括大客户总监、
客户经理、广告设计师、广告安装师、中医理疗师、
短视频摄影师、抖音营销顾问、播音主持人、新媒
体制作、超市店长、面点师傅、餐饮服务员、品控化
验员、仓管兼叉车操作员等。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聘钊

“这个稻米太饱满啦！”近日，
在海口美兰区大致坡镇永群村村
头，新收的稻米刚装进袋，村民陈
明艳赶在米袋封口前，捧起一把新
稻放在鼻尖闻了闻，眉眼间笑意舒
展开来。

这抹稻香来之不易，是撂荒地复
种的结果。“这块地荒了好多年，今年
在‘大管家’的带动下复耕种了稻子，
我们也当上了‘小管家’。”陈明艳指着
绵延数百米的金色稻田说。

今年5月，永群村村“两委”干部
在摸清底数、广泛宣传的基础上摇

身变成“大管家”，借助“公司+合作
社”的力量将撂荒地重新开发，并帮
助耕种村民实施统一犁地、统一种
子、统一进行病虫害防治和技术跟
踪的服务指导，推动“撂荒地”变“丰
收田”，让“沉睡”土地重新焕发活
力。与此同时，种地的农户也变成
了“小管家”，主要负责水稻的种植
和日常管理。

能长出水稻的肥沃土地何故撂
荒？永群村委会党支部书记、主任黄
昌建说出了原因，原来这块地属于村
里多家人，每个人种植面积小而散，
大家一合计种稻费力气，收入还低，
他们往往选择出门打工赚钱。

“乡村振兴就要把好的土地悉数

利用起来，不光是增加群众收入，也能
让村子更有生机。”黄昌建说，村民出
去打工了，村子显得“人气不足”，把撂
荒地开发出来让人种，还能吸引村民
回村。

“‘大管家’给‘小管家’送服务、送
技术，‘小管家’种地积极性也就更高
了。”黄昌建说，下一步，永群村预计有
600亩到1000亩撂荒地复耕复种，将
全面动员村民积极复耕复种。这些土
地将根据地块实际情况种植花生、玉
米、香瓜、南瓜等各类作物，让更多群
众增加收入。同时，村里还将推动农
旅融合发展，吸引游客体验农耕乐趣，
走出乡村振兴致富路。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

海口美兰区大致坡镇借“公司+合作社”助撂荒地复种

“沉睡”土地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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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海南禁毒进行时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蔡佳倩 美编：杨千懿

12月1日是第35个世界艾滋病日，
为进一步加大禁毒、预防艾滋病宣传力
度，提高群众自觉抵御毒品和预防艾滋
病的意识和能力，儋州市禁毒委员会办
公室联合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七支
队、儋州市综合执法局农业执法支队二
大队、海南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驻儋
州市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中心在白
马井镇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以“禁毒防艾
拒绝毒品 关爱生命”为主题的禁毒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民警们在渔船上悬挂

禁毒防艾宣传标语横幅，摆放禁毒宣
传展板，向过往渔民群众发放禁毒防
艾宣传手册和各式小礼品，对驻足观
看禁毒宣传展板的渔民群众耐心讲解
毒品的种类和危害、艾滋病的基础知
识、传播途径、如何预防艾滋病、艾滋
病与毒品的关联等相关知识。同时，
劝导渔民要远离毒品，莫沾毒品莫交
毒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发
现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或线索时要大胆
向公安机关举报，积极参与禁毒工作，
共同与毒品犯罪分子做斗争，营造和

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通过此次的禁毒防艾宣传活动，提

高了渔民群众对毒品和艾滋病的认知、
防范意识和能力，增强了渔民群众共同
参与禁毒工作的热情，营造了警民同心、
共同携手打击毒品犯罪分子的浓烈氛
围，为创建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贡
献力量。

据统计，此次禁毒防艾宣传活动共
发放宣传手册1000余册、各式小礼品
400余份、悬挂宣传横幅30条、摆放禁
毒展板30块。 （撰稿/朗小团）

儋州市开展禁毒防艾宣传活动

广告

高森花园（北区A地块）、（北区B地块）、（南区）三个项目位于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红星玉李村，分别于2021年12月通过规划许
可。该三个项目装配式建筑方案经海口市住建局批准，现按规定给
予不超过装配式建筑面积3%的面积奖励，装配式奖励面积分别为
294.44m2、35.97m2、309.09m2。根据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规定要
求，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2月7日至12月20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2月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高森花园（北区A地块）、（北区B地块）、（南区）

三个项目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公示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