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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最长跨海大桥即将通车 省内外媒体现场采风

惊艳！铺前大桥美得让人窒息！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戴铭 摄
影报道冤 3 月 14 日下午袁国际旅游岛商报等多家媒体团在海
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的带领下袁到即将通车的铺前大桥现场
采风遥
海南铺前大桥项目全长 5.597 公里袁 其中跨海大桥长
3.959 公里袁桥头引线长 1.638 公里袁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
路标准袁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袁桥梁宽度 32 米遥 矗立在铺
前湾上的大桥主塔以野文耀海天冶为设计理念袁采用空间曲面
结构袁造型犹如立体扭腰的野文冶字袁寓意着海口尧文昌两地深
厚的文化底蕴遥
在现场袁媒体团就项目概况尧技术难点尧项目管理尧科技
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重点采访遥 面对新貌雄姿的铺前大桥尧巍
峨挺拔的大桥主塔袁媒体团纷纷拿出无人机尧摄像机尧照相机
拍摄取景遥

海南推进燃气下乡 气代柴薪时代来了
2021 年城市建成区管道燃气入户率不低于80%

三年行动方案征求意见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冤 商报从省住建厅获悉袁为高水平
推进海南野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冶建设袁有
效保护我省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袁在全省
推进燃气下乡野气代柴薪冶工作袁建设绿色
能源岛袁叶海南省燃气下乡 野气代柴薪冶三
年行动方案渊2019要2021 年冤曳渊以下简称
叶方案曳冤征求意见稿公布袁现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至 2019 年 3 月 18 日遥

补贴办法
目标
任务

补贴对象：

全面提升我省城乡
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
理水平袁实现城市渊城关
镇 冤尧 乡 镇 尧 村 庄 燃 气 全
覆盖遥
至 2021 年袁城市渊城
关镇冤建成区管道燃气入
户率不低于 80%曰乡镇建
成区管道燃气入户率不
低于 60%曰 基本完成 50
户以上的村庄管道燃气
建设袁农村居民用户管道
燃气 入户率不低于
70%袁2019 -2021 年 每 年
入 户 率 比 例 为 20% 尧
25%尧25%曰对于人口较少
且分散居住的村庄袁推广
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遥

农村户籍的农村居民用户曰
农场连队的居民用户由市县统筹
考虑曰非农业户尧各类经营场所尧
企业商户及公共设施场所不列入
补贴范围遥

管道燃气建设项目补贴：
供气厂站尧 燃气主管网及燃
气设施配套建设袁 燃气支线管网
及户内燃气设施建设所需资金由
燃气企业负总责袁 燃气管道设施
占用损坏路产路权赔偿费在 叶海
南省物价局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关
于调整我省占用损坏路产路权赔
偿费标准的通知曳渊琼价价管
也2012页73 号冤基础上下降 50%遥 燃
气灶尧 热水器等燃具原则上由用
户自行采购遥 根据各市县实际供
气农村居民用户数袁 按下列情况
给予补贴袁 不足部分由燃气实施
企业自行承担遥

1

由城区主管网向周边乡镇尧村庄开展 LNG 液化天然气供气管
网建设袁农村居民管道建设资金政府补贴不高于 4000 元/户遥

2

由乡镇向村庄开展燃气管网建设袁燃气企业采用 LNG 液化天
然气储罐或瓶组气化方式向乡镇及集中连片的村庄延伸袁农
村居民管道建设资金政府补贴不高于 4500 元/户遥

3

村庄开展燃气管网建设袁燃气企业采用 LNG 液化天然气瓶组
气化的局域独立管道向集中连片的村庄供气袁 农村居民管道
建设资金政府补贴不高于 5000 元/户遥

4

村庄人口较少尧分散居住的农村居民用户袁采用 LPG 液化石油
气瓶组气化装置进行多户独立管道供气袁 农村居民管道建设
资金政府补贴 3000 元/户遥

瓶装液化石油气贴补：
居住分散尧无燃气管网覆盖区域的农村居民袁可享受瓶装液化石
油气补贴每户每瓶给予 40 元补贴袁每户每年最高补贴 200 元遥

补贴发放方式

实施建设

对燃气企业的奖补袁管道燃气设施建成通气使用发放奖
补资金 50%袁运营满 6 个月后发放奖补资金 50%遥 对使用瓶装
液化石油气用户的补贴袁直接补贴农村居民用户袁先用后补袁
具体补贴发放方式由市县政府自行制定遥
农村管道燃气设施建设采用野先建后补冶方式袁补贴资金
由省尧市县两级财政负担袁五指山尧白沙尧保亭尧琼中等市县按
9院1 进行补贴袁其余市县按 5院5 进行补贴遥 补贴政策暂定为 3
年袁农村居民用气不执行阶梯气价袁暂按城镇居民燃气第二档
气价执行遥 采用 LPG 液化 石油气瓶组气化管道供气的袁燃气
价格报本市县价格管理部门备案后执行遥

4 月底前袁各市县要制订尧完善
本市县行政区域的燃气专项规划遥
每年 12 月袁 各市县政府应组织
开展本地区年度任务完成情况的检
查验收遥
次年 1 月袁 由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组织相关部门或委托第三方评
估单位对叶方案曳及各市县实施方案
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验收遥

海南促进中小学
普及可升降桌椅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肖卫香冤 3 月 13 日袁商报记者从
海南省教育厅获悉袁要求各市县渊区冤
对中小学校可升降课桌椅配备和规范
使用情况进行排查袁 并形成书面材料
于 4 月 5 日前上报遥
学生的每个身高区间都有相适应
的能够确保视力健康发展的桌椅高
度遥 2018 年 9 月袁省教育厅下发了相
关通知袁要求各市县(区)教育局要统
筹项目资金袁逐步淘汰普通课桌椅袁确
保 2020 年底前全省中小学校全部配
备可升降课桌椅遥
根据海南省教育厅要求袁 已配备
可升降课桌椅的学校袁 应在每学期开
学后两周内对课桌椅高度进行个性化
调整袁使其适应学生生长发育情况;各
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每学期要对不
少于 10%的已配备可升降课桌椅的学
校进行抽查袁 若发现学校未根据需要
定期调整高度的袁应责令其限期整改袁
仍未整改的袁 要对学校领导进行通报
批评遥

海南首家金融知识
普及教育示范基地
落户海口农商银行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英艳 通讯员 秦娇冤 3 月 14
日袁海南首家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示范
基地揭牌仪式在海口农商银行省府
支行举行袁海南首家金融知识普及教
育示范基地落户海口农商银行遥
据了解袁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示范
基地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建成试运
行袁以公益性尧专业性以及教育性的
建设原则袁针对不同人群金融知识的
薄弱环节和金融需求袁开展金融知识
普及宣教活动遥 基地特别设置金融知
识教育区尧智能互动区尧金融知识讲
座区等功能区域袁 配备专业讲解人
员袁采用微电影尧图片尧金融讲堂等多
种金融知识普及形式袁旨在打造金融
知识宣传普及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的坚实阵地和普惠金融发展的示
范标杆袁有效帮助金融消费者袁尤其
是广大低净值人群和网民袁提升接受
金融教育的机会和运用金融工具的
能力袁共建和谐金融环境袁使金融发
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