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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好吃却不好卖 3 毛钱一斤没人要》

今明两天举办玉米销售对接会

20 家岛外客商云集东方
南国都市报 3 月 12 日讯（记者 姚传伟）
连日来，经本报等媒体呼吁宣传，东方甜玉
米广受关注，岛外客商、岛内爱心力量齐力
协力帮助农户渡难关。12 日，记者从东方市
农业局获悉，13 日、14 日两天，甜玉米销售
对接洽谈会将在东方举行，届时岛外 20 家客
商将齐聚东方，与玉米种植大户面对面洽谈
签约。
据了解，此次玉米销售对接会是由省农
业厅牵头举办，
并邀请北京、深圳、上海、江苏
及湖南等地岛外客商齐聚东方，以解决当前

甜玉米价低卖难问题，
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做好产销对接。
东方市副市长符高波向记者表达了东方
对此次玉米销售对接会的重视和期待。他告
诉记者，
20 家新老客商齐聚东方，
对拓宽东方
甜玉米的销路意义重大，
届时，
他们也会虚心
听取客商的相关建议，做好相关工作确保今
后不再出现玉米销路不畅的情况。
此外，记者从东方市农业局获悉，12 日
当天东方甜玉米的收购价继续回升，每斤达
到 6 毛钱至 8 毛钱。

海口菜篮子集团

收购 6000 斤东方滞销玉米
南国都市报 3 月 12 日讯（记者 王子
遥）记者从海口菜篮子集团了解到，为
帮助农民解决玉米滞销情况，菜篮子产
业集团于日前前往东方市开展爱心助农
行动，在经过产品质量检测后，现场帮
助收购了 6000 斤玉米。

海口
新琼安置房项目
10 月底主体封顶

为椰城添绿！

海口 3000 余人
义务种树 15000 棵
南国都市报 3 月 12 日讯（记者 胡
诚勇）春风催新绿，植树正当时。3 月
12 日植树节当天，海口市各相关部门
组织辖区机关党员干部、企业、社会团
体和群众志愿者等 3000 余人，分别在
海口 5 条城区道路及 3 个海防林地同
时开展“3·12”植树节群众性义务植
树活动，共种植椰子、重阳木等乡土树
种，宫粉紫荆等开花乔木及木麻黄等
海防林约 15000 棵。
在植树现场，幼儿园的孩子们在
老师家长带领下，也来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有家长说，来陪孩子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就是为让孩子从小养成保
护环境的意识，
提高社会责任感。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第 78 期

省妇联巡视员指导农村
贫困男青年

树立正确婚恋观
南 国 都 市 报 3 月 12 日 讯（记
者 张宏波）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第
78 期于 12 日晚播出。本期节目是
《乡亲相爱》相亲特别节目。同时，
海南省妇联巡视员李幼伍就农村贫
困男性青年应该如何树立正确的婚
恋观和家庭观进行了指导。
李幼伍认为，首先，农村贫困青
年应树立起正确的婚恋观。同时还
要勇敢地“推销”自己，积极参与各
种交友活动。其次，农村贫困青年
应牢固树立只有勤劳才能脱贫，只
有勤劳才能脱单的思想。最后，
农
村贫困青年应树立正确的家庭观，
坚
决抵制大男子主义思想。要倡导男
女平等，夫妻和睦等家庭美德，改变
酗酒等陋习，
反对践踏亲情、
爱情、
道
德的家庭暴力；
要增强家庭责任感。
此外，本期节目相亲活动的现
场气氛热烈，男女嘉宾通过游戏互
动认识了异性。本次相亲活动，成
功匹配了一对男女嘉宾。

下一步，菜篮子产业集团还会持续
关注东方市甜玉米采销情况，继续加强
甜玉米的宣传力度，帮助滞销农户拓宽
销售渠道；同时，积极与团体客户对
接，通过牵线搭桥，协调其他采购商前
往采购。

在秀英区蓝海街植树点，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家长的带领下，也来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南国都市报通讯员 王巨昌 摄

南 国 都 市 报 3 月 12 日 讯（记
者 党朝峰）海口新琼棚改区安置房
项目目前正在加快建设中，10 月底
10 栋安置房可实现混凝土结构主
体封顶。
负责新琼回迁安置房项目的海
南中交海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
项目占地 41 亩，
建筑
面积可达 16 万平方米，
共建有 10 栋
安置房，目前已全部打好地基，建成
后高度 91 到 93 米，层数为 31 或 32
层，
共提供 1200 余套安置房。
地下室预留了机械停车位，根
据居民居住需求，建成后车位配比
可达 1：1，即保证每户都有 1 个车
位，可满足停车需求。
此外，
考虑到未来电动车停放需
求较大，
项目在建设中专门设置了非
机动车位，人车相对分流，动静分离
的交通系统为居民生活提供方便。

我省将实行医师按行政区划区域注册

将医生老师等信用记录

纳入全国信息共享平台
南国都市报 3 月 12 日讯 （记者 黄婷） 近
日，省政府印发的 《海南省进一步激发社会领
域投资活力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指
出，扎实有效放宽行业准入。坚持非禁即入，
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其他领域一律对社会
领域民间资本放开。同时，积极推动电子证
照、电子公文、电子签章等在行政审批中的应
用，努力实现凡是能通过网络共享的信息，不
再要求重复提供。
《方案》指出，扎实有效放宽行业准入。坚
持非禁即入，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其他领域
一律对社会领域民间资本放开。在用地、用电、
用水、用气等要素供给方面，对社会领域民间资
本不得设置任何门槛。凡是对本地资本开放的
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都要向外地资本开放。
同时，分别制定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
育等机构设置的跨部门全流程综合审批指引，
推进一站受理、窗口服务、并联审批，加强协作
配合，并联范围内的审批事项不得互为前置。
积极推动电子证照、电子公文、电子签章等在行

政审批中的应用，努力实现凡是能通过网络共
享的信息，不再要求重复提供。
各市县政府出台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各
项审批的条件、程序和时限，提高部门内各环节
审批效率，推广网上并联审批，实现审批进程可
查询。加强审批信息公开，主动公开审批事项
的法律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和办理程序，
方便企业和群众查询、办事。
改革医师执业注册办法，实行医师按行政
区划区域注册，促进医师有序流动和多点执
业。建立医师电子注册制度，简化审批流程，缩
短办理时限，方便医师注册。 医疗、教育、文化
等领域民办机构与公立机构专业技术人才在职
称评审等方面享有平等待遇。
《方案》指出，将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
育等机构及从业人员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海南），其中涉及企业的相关记录
同步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严重
违规失信者依法采取限期行业禁入等惩戒措
施，
建立健全跨地区跨行业信用奖惩联动机制。

万宁
家禽家畜 15 日前
搬离城区禁养区
南 国 都 市 报 3 月 12 日 讯（记
者 王忠新）万宁市巩固省级卫生城
市工作指挥部近日发布通告，决定
在万宁市城区范围内禁止饲养家禽
家畜，并要求 3 月 15 日前全面搬离
禁养区。
据万宁市巩固省级卫生城市工
作指挥部工作人员介绍，在城区范
围内饲养或放养的家禽家畜 3 月
15 日前要全面搬离禁养区，对限养
区要全部按时圈养。万宁市相关部
门和单位将开展专项行动全面进行
清理，除扑杀违规饲养的家禽家畜
外，对违规饲养者依照《海南省城乡
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责
令改正并处 50 元以上 300 元以下
的罚款。
记者了解到，万宁城区禁止饲
养对象为鸡、鸭、鹅、猪、牛、羊，宠物
饲养要报相关部门登记备案并定期
体检防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