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农如何为蔬菜防风防寒？

可在菜田的四周或迎风面建立屏障

喷施磷酸二氢钾、氨基寡糖素等叶面肥
提高瓜菜植株的抗逆性，减轻寒害

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拔除病株
减少病原，做好排水通风工作

天气转晴后及时喷施百菌清、代森锰锌等保护药剂
预防病害发生

做好化学防治工作
发现病虫害，及时喷施药剂防治

海口各蔬菜基地：

增加保温措施
强化防寒指导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计思佳）近期，受
冷空气持续影响，海南岛出现明显降温天气。海
南日报记者1月19日从海口市农业部门获悉，海
口各蔬菜基地增加了保温措施，积极御寒，保障蔬
菜正常生长，确保市民“菜篮子”稳定。

1月17日下午，走进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的那
央常年蔬菜基地，来自广西的菜农黄长可正在给
地里的拱棚套上塑料膜。拱棚内，各类蔬菜绿意
盎然，长势旺盛，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塑料膜不仅能挡风、挡雨，更能御寒保温。”
黄长可和妻子在该基地租种了10亩菜地，其中
1亩专门用来种空心菜，“空心菜喜高温，是夏季
的时令蔬菜。我选择在冬天种植，就是为了利用
反季节卖个好价钱，所以种植的过程中特别要注
意对菜做好防寒保暖。”

“得益于政府的建设资金补贴，目前我们基地
的网棚面积已达到150亩。网棚不仅对危害农作
物的害虫、鸟类及害鼠能起到显著的阻隔作用，还
具有遮阳降温、覆盖保暖、减少暴雨和大风的影响
等功能。”那央常年蔬菜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几天气温骤降，菜农纷纷放下网棚门帘，阻挡寒风
侵入，为蔬菜保温。我们也提醒菜农给叶菜适时
喷施叶面肥，提高蔬菜的抗寒能力。”

同时，海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近期也派出
技术人员深入各蔬菜基地开展冬季瓜菜防寒生
产技术指导，并为农户免费发放氨基寡糖素等防
寒剂。

东方市农业服务中心：

送“技”下乡
为农作物开御寒“处方”

本报八所1月19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方宇杰）“我种了豇豆、辣椒等瓜菜，约120亩。
跟前几天相比，这些瓜菜受寒害的程度轻了。”1
月19日，东方市三家镇三家村村民赵香莲说，这
得益于日前东方市农业服务中心技术人员下乡，
给她开出了御寒“处方”。

据悉，1月16日，东方市农业服务中心组织
技术人员，成立技术团队，深入田间地头，为菜农
进行技术指导。

“记得喷施叶面肥，喷洒氨基寡糖素和细胞分
裂素等叶面肥，提高瓜菜植株的抗逆力，减轻寒
害，同时针对近期豇豆出现的炭疽病、锈病、蓟马、
蚜虫等病虫害，要及时喷药防治。”技术人员、东方
市农业服务中心植保站站长周洋对赵香莲说。

东方市农业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
目前，该市共派出20人次下乡开展防寒技术指导，
指导农户超30人次，并发放应对低温阴雨天气防
范措施、农药化肥减量技术等技术资料90余份。

海南岛缓慢回暖，五指山以北地
区有分散小雨，局地早晚时段有雾。
22 日最低气温中部山区将回升至
14℃~17℃，其余地区17℃~20℃；最
高气温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可升至
25℃~28℃，其余地区21℃~24℃

1月20日

22日

受新的较强冷空气影响，五指山
以北地区阴天有小雨，五指山以南地
区多云间阴天、局地有小雨；各地气
温明显下降，最低气温中部和西北部
地区可降至 10℃~12℃，其余地区
13℃~16℃；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地
区将降至13℃~18℃，五指山以南地
区21℃~25℃

1月23日

25日

冷空气势力减弱，全岛以多云间
阴天为主，北半部局地有小阵雨；各
地气温回升，最低气温中部山区将回
升 至 14℃ ~17℃ ，其 余 地 区 17℃ ~
21℃；全岛最高气温23℃~27℃

1月26日

27日

制图/张昕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春节假期中期
海南明显降温降雨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刘爽 郭冬艳）据省气象台1月19日消息，预计春
节假期期间，前期和后期我省以多云间阴天天气
为主，温度逐日回升；中期受较强冷空气影响，将
出现明显降温、降雨和海上大风天气，最低气温中
部和西北部地区可降至10℃~12℃，其余地区
13℃~16℃；此外，22日夜间至23日早晨琼州海
峡有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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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海口市公安
局水上海岸派出所民警为
在海口新港岸边渔船上留
守的渔民送上新春祝福和
慰问品。据悉，春节前夕，
海口海岸警察推出“港口巡
逻、送福上船、安全检查、隐
患排查”等平安套餐，全力
维护港口平安祥和，让渔民
安心过年。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代龙超 图/文

送 上渔船福

定安:

上门入户摸排
送上御寒物资

本报定城1月 19日电（记者李
豌）1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定安

县民政局获悉，针对2022年入冬以

来我省持续出现的大幅降温天气，定

安县委、县政府高度关注，各级部门

通过不同方式，全力做好防寒信息发

布、走访摸排、御寒物资保障等工作，

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寒冷天气防范

保障应对工作，保障困难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该县民政局按照做好寒冷天气困
难群众防寒保暖相关工作的要求，印
发《定安县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寒
冷天气困难群众御寒工作的通知》，组
织动员基层干部，深入排查民政兜底
保障救助等对象的日常状况和基本生
活需求。

据悉，连日来，定安县共计走访摸
排困难群众5006户11283人，发放棉
被416床、棉衣424件。累计救助流
浪乞讨人员10人。

“零关税”三张清单扩容增效
海口海关累计监管“零关税”货物货值149.64亿元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康明乐）1月19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2022年海南外贸暨海口
海关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海口海关全力支持

“零关税”三张清单扩容增效，推动原
辅料、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首
轮调整，政策享惠面不断拓展。自政
策实施以来，海关已监管“零关税”货
物货值149.64亿元。

“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我们还成功推动加工增值 30%免
关税政策首次扩大至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外试点实施，自政策实施以
来 ，享 受 加 工 增 值 免 关 税 货 物
28.53亿元。”海口海关副关长田涛
在发布会上介绍。

在全岛封关运作准备方面，海口
海关成立实体化工作专班，围绕全岛
封关运作重点任务清单、项目清单、

压力测试清单89项任务开展集中攻
关；配合海关总署积极研究海南自贸
港海关监管办法已基本成型，“一人
一码”“一企一账”及风险防控方案取
得突破；全力推进海关智慧监管平台
建设，配合8个对外开放口岸和10
个“二线口岸”建设，稳步推进海南国
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等4个重点项
目建设，为全岛封关运作监管打牢软
硬件基础。

田涛表示，该关围绕全岛封关运
作三大类31项风险，形成海关风险
防控工作预案和责任清单，32项数
据实现关地共享，构建多维度多线
条、全场景全生态的风险防控体系
等，着力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此外，在有效发挥重大功能平台
作用方面，该关推进全球动植物种质
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支持博鳌乐
城先行区打造药械进口“平台高地”；

大力支持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助推
洋浦打造自贸港建设“样板间”，跨关
区保税油直供等创新举措成功落地。

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推动
“零关税”三张清单、加工增值等政策
提质增效，大力推动开展“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试点扩区，推动海南口岸
整体通关时间再压缩20%，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实现高水平开放、高质
量发展。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记者习霁
鸿）海南日报记者1月19日从海口民
政部门获悉，近期，海口聚焦特困供
养人员、孤儿等特殊群体及养老机构
等特殊场所，多措并举，全力降低寒
冷天气对困难群众的影响。

积极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工作。及时足额发放低保、特困供养人
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
童、残疾人等各类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组织力量摸排低保、分散供养特困
供养人员、低保边缘人员、农村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散
居孤儿）等对象御寒物资需求；向困难

群众发放棉被、棉衣、床单、热水壶、口
罩等物资；开展急难临时救助，发放临
时救助金，较好缓解了寒冷天气对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与此同时，海口民政部门全面排
查农村敬老院、儿童福利机构的防寒
保暖物资储备及需求情况，对机构内

服务对象被褥及保暖用品进行检查，
根据服务对象需求及时添衣添被或
提供姜汤及高热量食物，确保服务对
象生活有照料、安全有保障；组织对
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民政服务
机构用电、燃气等设施设备进行全面
排查，消除机构安全隐患。

海口多措并举应对寒冷天气

提供临时救助 做好生活保障

本报三亚1月19日电（记者徐慧
玲）为确保流浪人员和临时遇困人员
能安心过年、温暖过冬，连日来，三亚
市民政局、三亚市救助管理站大力开
展“寒冬送温暖”专项行动，联合三亚
市公安局、综合执法局、卫健委等部
门为流浪乞讨人员发放御寒物品，给
他们送去寒冬里的温暖。据悉，此次

专项行动将持续至3月1日。
三亚市救助管理站有关负责人

介绍，按照市、区、村（社区）“三级联
动”救助机制，落实“属地管理，分级
负责”工作要求，三亚市救助管理站
多次联合公安、综合执法、卫健等相
关部门和爱心企业、志愿者，对车站
码头、桥梁涵洞等流浪乞讨人员可

能滞留的区域进行拉网式巡查劝
导，为他们送去棉衣、棉被等御寒保
暖物资和热腾腾的姜茶、饺子等暖
心食品，并按照“自愿求助、无偿救
助”的原则劝导他们入站，助其温暖
过冬。

“对于愿意到站接受救助的，我
们为其第一时间办理入站登记等，

切实保障受助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并根据受助人员意愿帮助他
们返乡。”三亚市救助站有关负责人
介绍，自专项救助行动开展以来，该
站已劝导街面流浪乞讨人员上百人
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30余人。同
时，不断加大“互联网+救助寻亲”
力度，帮助更多走失者安全回家。

三亚持续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行动

天冷情更热 关怀暖人心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康明乐

1476.8亿元、2009.5亿元。
这分别是2021年、2022年海南

货物贸易进出口交出的“成绩单”。
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快速发展，继
2021年首次突破1000亿元后，2022
年再上新台阶，首次突破2000亿元
关口，达到2009.5亿元，增长36.8%，
增速较全国快29.1个百分点。

回顾过去一年，海南货物贸易进
出口有什么新亮点？有哪些方面值
得关注？1月19日，海口海关对此作
出解读。

进出口规模迈上新台阶

1月11日，海南艺博源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顺利收到期待已久的
RCEP“纸黄金”——

该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提交海南首份出口印度尼西亚
配电箱等货物的RCEP原产地证书
签证申请，并通过自助打印高效便捷
完成出证全流程。

“现在出口至印度尼西亚的货物
可以申请RCEP原产地证书了，除了

东盟原产地证，我们又多了一个选
择。”海南艺博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负责人董丽珠说，公司每年出口至印
度尼西亚大量配电箱、电柜等机电配
件设备，RCEP对印度尼西亚生效
后，企业可根据不同种类产品选择更
具优惠税率的原产地证书，助力开拓
外贸市场。

选择多了，市场扩大了，不断勾画
出有“进”有“出”的上扬曲线。去年，海
南货物出口722.6亿元，增长120.7%；
进口1286.9亿元，增长12.8%。

评价去年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特
点时，海口海关副关长田涛用“四个增
长”概括：一是整体进出口快速增长，
规模逐季扩大，特别是出口连续12个
月保持50%以上的高速增长。二是各
市县进出口快速增长，儋州、海口、三
亚位居前三。三是外贸主体快速增
长，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领跑。四是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快速增
长，外贸伙伴结构持续优化。

“总体来看，2022年海南对外贸
易延续了快速发展势头，进出口规模
迈上新台阶，贸易结构更加优化，贸
易质量显著提升，外贸新优势不断积
累，充分展示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蓬勃生机和活力。”田涛介绍。

不断积累外贸新优势

在疫情及外部风险挑战错综复
杂的影响下，去年海南货物贸易进出
口何以“乘风破浪”？其保持增长的
主要因素是什么？

“支撑海南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
的因素之一，是海南自贸港吸引力增
强，外贸市场主体持续快速增长。海
南对外向型企业主体的吸引力不断
增强。”海口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鞠
春梅介绍。

来看一组数据：海口海关统计，
2022 年，全省新增备案外贸企业
1.43万家，有实际进出口业绩的企业
数量同比增加20.7%。与2021年相
比，2022年新增加有进出口业绩的
企业为全省外贸带来了228.1亿元
的贸易增量，对全省外贸增长的贡献
率高达42.2%。

海南企业抢抓国际市场机遇、积
极扩大出口，是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
实现增长的又一“动力源”。海南海
马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国纲对此
有所体会。“去年我们聚焦国内国外

两个市场，加快向智能汽车和新能源
汽车转型步伐，全年产销汽车近2.3
万辆，同比增长67%，同时加速推进
海外战略，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出
口车型增加到4款，全年出口额超17
亿元。”卢国纲说。

“漂洋过海”的，不止是海马汽
车。去年，我省外贸企业充分发挥供
应链相对稳定优势，积极扩大出口，
为全省外贸增长注入强大动力。海
口海关统计，汽车零配件、聚酯切片、
纸张等海南重点出口商品分别增长
88.1%、49.9%、87%。另一方面，价
格上涨助推进出口增长，去年全球能
源、矿砂、农产品等基础性大宗商品
价格高企，外贸进出口商品价格较
2021年有较大幅度上涨，一定程度
上推高了外贸进出口规模，拉升了全
省进出口的增长。

保稳提质释放新活力

翻看去年进出口货物“清单”，会
发现海南供港鲜鸡蛋、出口“锦鲤”、荔
枝等特色农产品均实现历史性突破。

“我们去年有多批荔枝出口，荔
枝保鲜期短、品质要求高，幸亏有海

关的‘零延时’服务，及时帮助我们抢
‘鲜’通关。”海南力合泰食品有限公
司有关负责人回忆称。

海口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
展处处长何斌介绍，2022年，海口海
关打出促进外贸保稳提质“组合拳”
助力海南外贸量稳质优，“我们持续
推动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弘扬‘店小
二’精神，开展为企业送‘服务包’活
动，‘结对’服务省内200余家进出口
企业，一对一精准送策168次，培育
AEO高级认证企业突破50家，同比
增长82.14%。”

此外，受益于助企纾困政策效应
持续释放，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抗
压能力”也在持续提升。

“2022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各
项助企纾困政策的支持下，海口海关
认真落实海关总署和省委、省政府关
于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部署，
一年来，助企纾困政策措施的效果持
续显现，有力支持了各类市场主体的
发展。”鞠春梅说，下一步，海口海关
将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大力优
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海南外贸保稳
提质。

（本报海口1月19日讯）

2022年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关口，较上年增长36.8%——

“进出”活力保持 贸易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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