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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林林）“大
白菜 2.0 元/斤、白萝卜 2.0 元/斤、
冬瓜 3.0 元/斤，而且菜都很新鲜
呢。”2月 28日上午，三亚市同心家
园一期基本蔬菜品种平价专营区
人头攒动，市民郭女士说，这几年
平价菜种类不仅越来越多，而且价
格也越来越亲民。

当天上午，记者在该平价专营
区看到，货架上既有本地黄瓜、冬
瓜、地瓜叶等，也有内地运来的土
豆、大白菜、蒜苔等，价格基本在 2
元~6 元/斤，可充分满足附近居民
的日常消费需求。据该店负责人
介绍，蔬菜基本上每天都能卖完。
据了解，由于采取直接从基地第一
手拿货直营的方式，平价专营店和
公益性摊位蔬菜进货价格普遍较
低，在保证稳定货源的同时，最大
限度地保证了菜品的新鲜以及价
格。在同心家园五期的三亚农投
菜篮子平价专营店，不少居民也表
示，“售卖的蔬菜新鲜、便宜，最重
要的是品质有保障。”

为了让市民手中的“菜篮子”
提得更稳，三亚在保供稳价上做足
文章。据三亚市菜篮子服务中心
主任赵军介绍，三亚将进一步合理
布局保基本蔬菜平价专营区(应急

投放点)。截至目前，三亚在大中
型超市和社区开设的保基本蔬菜
平价专营区、农贸市场开设的应急
投放点等蔬菜平价网点共 82 个。
后续将通过考核、整改的方式，淘
汰不合格的菜篮子平价网点，确保
今年蔬菜平价网点保有量不少于
90个。与此同时，还将继续加强对
菜篮子平价网点的 22 种保基本蔬
菜价格进行监管，实行统一控价。

据介绍，三亚农投菜篮子产业
有限公司与三亚本地常年蔬菜种植
基地签署长期合作保供协议，并加
强与岛外基地合作，内外结合，保证
供应稳定。同时增强储备，完善应
急保障体系。目前，位于学院路与
迎宾路交会处的1万平方米农副产
品储藏、加工分拣中心正在建设中，
建成后将完善三亚的生活物资储备
应急供应保障体系，实现农民的“菜
园子”与市民的“菜篮子”无缝对接。

记者了解到，除了农投集团现
有的11家平价专营店。今年，三亚
还计划在金鸡岭社区、南边海社
区、儋州社区、鹿回头社区、春光路
社区、朝阳社区、新建小区等开设
10家菜篮子平价专营店，在各农贸
市场增设300个公益性农副产品销
售摊位。

三亚今年拟增设10家菜篮子平价专营店和300个公益性摊位

让更多平价菜走上市民餐桌

超市工作人员正在保基本蔬菜平价专营区整理蔬菜。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全省增换的公务用车、公交车
100%使用新能源汽车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为推进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海
南省清洁能源汽车推广 2021 年行动计划》（以
下简称《计划》），全省新增及更换的公交车辆、
公务用车100%使用新能源汽车。

《计划》强调，除特殊用途车辆外，全省各级
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新增及更换的公务
用车 100%使用新能源汽车。加强采购需求管
理，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探索新能源汽车“以
租代购”模式，力争到2021年底，逐步提高全省
公务用车领域新能源汽车配备比例。

除保留部分应急车辆及新能源汽车无法满
足使用需求情况外，全省新增及更换的公交车
辆 100%使用新能源汽车。全省新增及更换的
巡游出租车中使用新能源汽车比例达到 80%
以上，其余新增及更换的巡游出租车使用清洁
能源汽车，新增及更换的注册网络预约出租车
100%使用新能源汽车。

全省新增及更换邮政车辆 100%使用新能
源汽车，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通过上牌、
限行等方式逐步引导使用新能源汽车；新增及
更换的旅游客车、城乡城际班线客车使用清洁
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40%；新增及更换的城市
环卫车辆使用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50%。
科目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场新增及更换
的小型自动挡考试汽车（C2 车型）应100%使用
新能源汽车，鼓励在符合考试系统及有关评判
内容要求的前提下配置新能源小型手动挡考试
汽车（C1 车型）。

《计划》指出，继续放开新能源小客车增量
指标申请，扎实做好新能源汽车的登记管理，
加快调整新能源汽车与燃油汽车的结构比例，
确保到2021年底，全省新能源汽车占汽车保有
量占比超过5%。

天涯区切实营造风清气正换
届风气

“点线面”结合
立体式督导换届选举工作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记者 2月 28日从天

涯区委组织部获悉，为确保村(社区)“两委”换
届选举依法有序顺利开展，确保高标准、高质
量推进换届工作，天涯区“点线面”结合，强化
监督和指导，为本次换届选举圆满完成保驾护
航。

连日来，由省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第

二巡回督导组、市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第二巡回督导组对天涯区 45 个村(社区)基本
情况和“两委”班子成员情况逐一开展全面调
研，通过明察暗访和调研督导，开展调查摸底，
切实了解班子现状、村情选情、群众诉求等，及
时排查换届前各村可能出现的隐患风险，并提
前研究制定解决办法，切实把工作做在事发之
前，把问题解决在事发之初，把矛盾化解在萌
芽状态，为村“两委”换届工作营造良好的外部
环境，进一步夯实换届选举的工作基础。

为积极推进换届工作的开展，天涯区迅速
成立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及 5个换届指导小组，负责协调、宣传、
监督、维稳等，重点加强对各村（社区）换届程
序、职数设置、案件查处、遗留问题解决的督促
指导，并全程参与指导各村（社区）换届选举工
作；完善“包点责任制”，成立 45个换届工作指
导组，并成立各村（社区）换届工作专班，由各
包点单位领导担任各指导组组长，负责统筹协
调各村（社区）的换届工作。此外，由 5名区委
常委分别担任组长的 5个巡回督导组，深入一
线落实重点难点村的换届工作，层层部署，层
层督导，层层压实责任，稳步推进天涯区村(社
区)“两委”换届工作有序开展。

天涯区还充分发挥党委、人大、政府及职能

部门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切实加强对各村（社

区）“两委”换届选举的监督，紧盯选民登记、候

选人提名、竞职演说、投票选举等关键环节，设

置违纪违法防范点，通过设立选举监督委员会

和邀请党员群众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

任换届监督员等方式加强监督。畅通监督举报

方式，在区委、区政府及45个村（社区）设立举

报信箱，开通举报电话，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和举报，对查实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候选人

立即取消资格，依法依规处理，营造风清气正

的换届环境。

村（社区）“两委”换届进行时Sy

市政务服务中心人才服务“单一窗口”运行满百日

一站式受理人才服务事项 办结时限提速50%

市民在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咨询业务。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截至2
月 20 日，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人
才服务“单一窗口”已运行100天，
一站式受理“住房补贴申请”“职业
技能鉴定”等首批人才服务事项累
计1280件，实现人才服务事项办理
时限比省内原承诺最短办理时限平
均提速 50%，为各类人才提供了

“只进一次门、只用一张网、只打一
次电话”的高效便捷服务。

填表、提交《企业一级人力资
源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核查资
料……2 月 22 日，三亚市诺呀达
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员工彭艳
丽到人才服务“单一窗口”申请职
业技能鉴定，不到 10 分钟就完成
了申办事项材料提交。她说，不用
跑多个部门，在人才服务“单一窗
口”就把事项申办了，非常快捷。

像彭艳丽一样感受到人才服
务“单一窗口”高效便捷服务的，
还有近期通过市政务服务中心“一

鹿快办”小程序申报高层次人才
（D 类）的吴少强，他于今年2月初
通过线上申报平台提交了申请材
料，人才服务“单一窗口”工作人员
预审核时发现申报材料存在“缺少
最新打印的社保清单”“申请表未
盖单位公章”“证件照名称不规范”
等问题，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对他进
行细致地指导，协助他及时补正材
料，确保该事项顺利办结。

据统计，人才服务“单一窗
口”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启动运
行，截至2021年2月24日，共受理
5 批 次 255 家 单 位 809 人 共 计
955.55万元的人才住房补贴申请发
放，完成职业资格证书鉴定119件；
完成专业技术资格认定180人、流
动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资格确认13
人，完成急需紧缺人才受理 71 人
次，完成流动人员资格确认 12 人
次、房地产业创新（创业）受理2人；
完成高层次人才申请116件。

目前，人才服务“单一窗口”
共提供职业技能鉴定、人才住房
补贴、领军及以上层次人才申请
人才公寓、急需紧缺人才、流动人
员专业技术资格确认等15项人才
服务事项的一站式受理服务，其
中 4 项关于高层次人才认定的事
项可在网上提交申请，其余 11 项
需到“单一窗口”现场提交申请。

人才服务“单一窗口”相关负
责人介绍，窗口依托一体化线上
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线上人才“单
一窗口”，实现线上“业务协同、一
网通办”；通过设立人才服务专
线，全面受理人才政策咨询、业务
办理和投诉建议，实现“一号对
外、分级受理、限时办结”。除此
之外，人才服务“单一窗口”还将
积极打造面向国内外人才、线上
线下融合、跨部门协同、覆盖全流
程的人才服务“单一窗口”服务保
障体系。

本报讯（记者 刘佳）老旧小区
改造提升，一直是百姓们关心的问
题。2021 年三亚十大为民办实事
事项中，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位
列其中。今年，三亚计划改造凤凰
边检站小区、糖烟酒公司小区、饮
食服务公司小区、南苑小区、子檀
路机关小区等21个老旧小区，改造
后将实现小区安全有序、设施完
善、干净整洁、管理规范、和谐宜居
的目标，提高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

记者了解到，三亚目前已安排
各区启动项目前期工作，共涉及居
民 1103户，改造楼栋 29栋，改造面
积 10.08 万平方米，预计投资 6800
万元。其中，吉阳区计划改造 1 个
项目，天涯区计划改造 18 个项目，
崖州区计划改造2个项目。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依
据《海南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指导
意见（试行）》的要求，在保持城镇
老旧小区用地现状建设格局基本不
变的前提下，以局部拆建、加建、改

建、翻建等方式进行改造。根据改
造小区的实际情况，适应居民不同
层次生活需求，可分为 3 类改造项
目：一类是基础类改造项目，应为
满足居民安全需要和基本生活需求
的改造内容。包括用电抄表到户、
配电房安全设施、无障碍设施等市
政配套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小区内
房屋防渗防漏等建筑物公共部位维
修等。一类是完善类改造项目，应
为满足居民改善型生活需求和生活
便利性需要的改造内容。包括新能

源车辆充电桩、停车库(楼、场、位)
等环境及配套设施改造提升，小区
内建筑节能改造，加装电梯等。还
有一类是提升类改造项目，应为丰
富社会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
质的改造内容。主要包括养老抚
幼、幼儿教育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建设等。

据悉，近年来，三亚高度重视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2019 年和
2020 年共有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35
个，其中2019年有21个，2020年有

14个，计划投资总额 1.18 亿元。市
住建局积极制定工作方案，严抓落
实，建立了巡查月报制，加速项目
改造步伐，近两年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完成率均达到 98%。接下
来，市住建局将切实做好2019年和
2020 年老旧小区改造各项目收尾
工作，督促各区积极做好完工项目
的竣工验收工作，保证工程质量达
标。同时做好已改造项目的业主满
意度调查工作，保证各项目业主满
意度达到80%以上。

三亚今年计划改造老旧小区21个
关注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Sy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Sy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实习生
邢凌凌）大片的花海宛如画卷，形
态各异的菊花清香四溢，连日来，在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盛开的菊花吸
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据悉，这些
菊花为试验试种品种，其中有 100
个品种是我省首次进行试验展示。

据了解，该项目为九三学社与
海南省合作引进的重点科技项目，
项目面积约 15 亩，去年 10 月启动，
今年春节期间完成并向游客开放。
此次试种的菊花花型花色丰富，其
中展示切花品种 60余个，具有开花
多、花型小巧而多变、花色多样等

特点，是近年来我国最受欢迎的主
要切花新种类。

春风吹拂，菊花盛放，蜂蝶飞舞
……2 月 24 日下午，记者走进三亚
水稻国家公园，看到各色的菊花在
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迷人，吸引
了不少客人来此“打卡”拍照。“之前
看电视新闻，看见水稻国家公园盛
开的菊花姹紫嫣红、形态各异，就想
过来观赏游玩。今日一来，果真不虚
此行，菊花品种太多了，颜色也特别
鲜艳，生机勃勃的。”游客饶先生说，
平时接触到的菊花都是白色或者是
黄色，很少看到五颜六色的，为此他

拍了很多照片，还录了视频留念。
据项目负责人、三亚市南繁科

学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志娟介
绍，前期选择菊花品种时，主要选
一些相对比较耐热、抗性比较好的
品种，再拿到三亚来试种。

由于三亚温度较高，紫外线较
强，早晚温差较小，与内地气候有
很大差异，因此在菊花的培育和日
常养护方面，技术人员也要格外用
心。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技
术人员廖卫伟介绍，因为每个品种
的菊花生长和开花时间都不一样，
种植过程中需要定期记录。三亚温

度高，失水快，需要每隔一天，或者
每天都要检查菊花的水分情况，确
保土壤湿润，生长得更好。

杨志娟告诉记者，目前试验试
种的品种是多年生的作物，待菊花凋
谢以后，将进行后期的种苗繁育技术
研究。下一步将在耐热菊花品种方
面开展更多的科研攻关工作，推动海
南省菊花产业链建设及菊花特色休
闲旅游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带动农户
种植菊花，助力乡村振兴、农旅融合。

右图：盛开的菊花吸引游客拍
照留念。

助力乡村振兴、农旅融合

百种菊花在三亚首次试验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