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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NEWS

●乐东

推进小区抄表到户改造

本报讯（记者 林林）乐东供电局扎实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力争在4月30日前完成乐东全县10个
小区共计12080户的抄表到户改造工作，全力打通供电服
务“最后一公里”。

“停电、记录、拆卸旧表、安装新表、复电……”一套熟
练的操作流程下来，工作人员不一会就将一块全新的电表
更换完成。据介绍，由于历史原因，乐东此前多数住宅小
区未抄表到户，导致小区电价电费不透明、缴费不便利、供
电可靠性差、安全隐患多、故障抢修难等诸多问题一直困
扰着小区住户。

同时，由于在小区资产移交过程中存在“候鸟型”业
主多、表决慢、部分小区产权主体不清、小区物业不配合
等问题，抄表到户改造工作一度难以顺利推进。根据规
定，业主共有供配电设施的移交使用，需征得小区过半业
主同意。为此，从 2020 年 5 月开始，经多次与住建部门
沟通协调，乐东供电局通过走访小区物业及向业主了解
有关情况，采取多种方式实行投票表决，并联合多个部门
和单位大力发动小区召开业主大会支持小区供电抄表到
户，推进小区业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同供电部门签订《住
宅小区供配电设施移交协议》，促使电力抄表到户能够加
快覆盖。

住宅小区实现电力抄表到户后，供配电设施将统一移
交供电企业维护管理，居民可享受专业化的供电服务，包
括足不出户电费查询缴交、定期安全检查、及时上门维护
等，避免中间加价以及通过用电管理手段损害用电权益等
行为。

●保亭

共享农庄释放红利
农户村里集体“尝甜头”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
水镇举行享水谷共享农庄项目分红仪式，现场向全镇8个
村委会和 2020 年脱贫户 21 户发放分红款共计 60 多万
元。仪式上，还签订了2021年项目分红协议。

“有了项目分红，村集体经济收益增加，能为村民做更
多的实事。”仪式上，领取分红的村委会代表喜笑颜开，项
目入驻、村民受益，这样的模式深受大家欢迎。记者了解
到，去年 4月，响水镇投入 754.88 万元与保亭享水谷共享
农庄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共建享水谷共享农庄项目，合作期
限为5年，每年按期分红，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好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增
加建档立卡户收入和村集体经济收益。

根据协议约定，今年 4 月进行第一次分红，金额
603904 元。响水镇合口村获得了 14 万元的分红，村党
支部书记陈其清介绍，将会把分红款用来巩固村里的
脱贫成果，同时用于发展村里的公益事业，推动乡村振
兴。

“我们的项目的红利还不止于分红。”该项目负责人介
绍，除每年分红以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以及项目建成运
营后，将吸纳一定数量的农户到该项目务工。“此项目本着
三共原则，共享、共有、共赢，将会带动更多的村民务工，
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响水镇继续投入690万元与享水谷限公司合作，
未来5年内将给全镇8个村委会带来超540万元的村集体
经济收益。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日前，
东方市成功签约6个项目，其中3
个项目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集中
签约、3个项目在东方市签约，主
要为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
等重点产业项目，涉及新材料、新
环保、新文旅等领域。据悉，海南
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非光气

法聚碳酸酯 (二期)及配套项目，
是此次签约东方的最大项目，计
划投资130亿元。

在签约项目中，海南东方国
际新能源赛车谷项目选址位于板
桥镇金月湾旅游度假区内，用地
规模约 867 亩，建设规模约 57 万
平方米，总投资约 35亿元。项目

计划分三期建设，一期建设F3级
别综合赛车场、新能源汽车展销
服务体验中心；二期建设汽车主
题酒店、新能源汽车文化会展中
心等；三期建设院士 (博士)工作
站、新能源汽车轻研发中心等。

此次签约的东方市产教融合综
合示范区及产业基地项目，则由北

京星光影视集团投资建设，主要包
含职业教育、高科技影视制作、数字
影音实验室、影视配套综合服务、企
业总部等5大核心功能区，并筹建东
方市技师学院，建成产教融合工学
一体、校企双制创新示范总部基地。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的海南星之海新材料有限公司也

落地东方，该公司将围绕新能源
汽车电池产业链，开展电池级氢
氧化锂生产业务。

其余签约落地的项目还有海
南华泓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的
废旧铅酸蓄电池的循环再利用项
目、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有限
公司战略合作项目。

东方签约6个高新技术及现代服务业项目

本报讯（记 者 袁 永 东
通讯员 潘达强）4 月 17 日，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海淀国际学校 2021 届小学
毕业的 134 名学生，来到海
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开展 2 天 1 晚的民族文化主
题研学实践活动。

此次活动，槟榔谷景区
设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寻
宝之旅”“热带雨林文化探
究”两条研学教育路线，同学
们分批交替进行学习体验，
涵盖苗族扎染、黎族竹编、热
带风暴、飞林探巢、山地（卡
丁）滑车等非遗文化+现代竞
技等项目。

研学过程中，同学们收获
了意外的惊喜。在梦想田园
体验区，黎族老人耐心地指导
大家掘地“寻宝”——挖地
瓜。“嘿，你看，我挖到一个地
瓜，可大了！”一个同学开心
地展示自己的成果，顿时激发
了其他同学的兴趣。如此接
地气的乡土体验，让同学们对
大自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同学们表示，这次在槟
榔谷的研学活动既是小学毕
业的一次社会实践，也是对

即将迈入中学，提升独立生
存能力的一次考验。在活动
中，非遗文化比想象中的要
有趣，走进自然才能了解世
界，动手体验才能感悟传统
文化的魅力，最重要的是拓
宽自己的知识面，激发学习
的能动力。

作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和海南第一批省级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践教育
基地，槟榔谷景区以“实践教
育”为核心，打造民族文化的

“第二课堂”，从三月三广场、
非遗村到甘什黎村，每个景
点都有不同的文化故事。此

外，景区“悠黎客”拓展基地
一站式舒心体验设施，精心
设计推出研学旅行精品线
路，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独
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资
源，是不断吸引各大中小学
校前来开展研学活动的关键
因素。

在槟榔谷展开“寻宝之旅”

北京百名小学生体验非遗文化

同学们在学习黎族藤编技艺。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东方

流动车管所
业务办到
群众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为切
实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进一
步解决乡镇办理车驾管业务难
的实际问题，4 月 14 日，东方交
警大队联合四更海岸派出所、辖
区驾校、保险公司和机动车检验
公司等，深入四更镇现场为群众
办理摩托车年检、回收和摩托车
驾驶证报名等业务，并就名下摩
托车灭失如何注销和如何摇号
购车等问题进行现场解答。

活动中，流动车管所充分发
挥便民作用，以热情的服务为前
来办理业务和咨询的群众解决
问题。对于需要办理摩托车年
检的群众，现场购买强制保险后
引导其在 12123 上办理；对于不
属于免检的摩托车，由有资质的
检验机构进行人工检验合格后
为其办理；对于需要申领驾驶证
的群众，由驾校现场受理报名。

据东方交警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此次流动车管所下乡便
民“小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办理
车管业务的“大问题”。下一步，
东方交警将轮流到各个社区和
乡镇现场办理车驾管业务，让群
众“少跑腿、不跑腿”。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件
件 有 落 实 ，事 事 有 回 音 。 日
前，海南 12345 热线东方市分
平 台 呼 叫 中 心 正 式 开 通 ，主
要 受 理 市 民 在 政 务 信 息、民
生 服 务 、消 费 维 权 、经 济 建
设、社会事业、城市管理等方

面的咨询、投诉、举报、求助、
建议等，每天 24 小时人工接
听，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
决诉求。

据介绍，该热线的开通旨
在更好地整合政府资源，推动
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政府对外

服务流程，畅通群众诉求，维护
群众利益，做到“一号对外”“一
站式服务”，为市民提供便捷的
服务。该热线设有接话席、回
访席、运营席、班长席、数据分
析席，分工明确。

这是东方市政府进一步提

升行政效能，优化营商环境，畅
通民意渠道，密切联系群众的
一项重要举措。据统计，海南
12345 热线东方市分平台呼叫
中心自 3 月 19 日试运行以来，
截至目前平台接话量 5281 个，
处理5003件。

海南12345热线东方分平台呼叫中心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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