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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果点灯，为瓜菜盖膜，在田园熏烟

本报记者 赖寒霜 通讯员 许涛
寒风凛冽，作物受冻，遂溪县杨柑镇
早部署早行动，广大干部送技术下乡，深
入田间地头发动和指导广大农民群众开
展防寒抗冻保收成行动，园地“点灯”，作
物“穿衣”，各类防寒措施“百花齐放”，大
家齐心协力，全面投入抵御寒潮行动，全
力保障
“菜篮子”
“钱袋子”。

为丰收的椒园“穿衣戴帽”
杨柑是遂溪县的农业大镇，是北运
菜、火龙果、花卉等经济作物种植基地，现
代农业产业园遍布。面对这次寒潮来袭，
广大农民迅速行动防寒保收。
1 月 11 日，记者冒着呼呼寒风来到杨
柑镇一片椒园，只见种植户陈华进指挥农
民工为可收获的辣椒搭架覆盖薄膜，口中
念叨着
“这两天盖好就没事了”。
近百亩辣椒田大部分已完成了大棚
防寒保暖措施，记者进入薄膜大棚内，顿
感身子温暖了许多，大棚内种满了密密麻
麻的麻辣椒，株株青翠挺立，挂满了绿色
的大青椒。陈华进说，大棚内温度至少比
外面高四五度，辣椒不会冻伤了，明天收
获上市，寒冬里保住丰收。
走出大棚外，还有小部分椒地裸露在
冷风中，地表上只盖着一层塑胶。陈华进
解释说，无法全部搭大棚防风保暖，但地

火龙果果园“点灯”防寒。 本报记者 赖寒霜 摄
表覆盖塑胶也是为辣椒“穿衣”，再加上抽
取地下水喷洒保温，也基本保住了辣椒正
常生长，问题不会太大。
在种植户邓伟雄的玉米地里，
他正在上
风口多处燃烧木头，
浓烟随着寒风弥漫在玉
米地上空，
在这寒冬大地上构成了特别的景
观。邓伟雄笑称，
这是镇政府指导的熏烟保
温防寒法子，
虽然效果比不上薄膜的
“穿衣
戴帽”
，
至少冻不死，
可大大减少损失。
到田头来技术指导防寒的杨柑镇农
科站站长方智介绍说，为了做好这次防寒

工作，镇委镇政府及时通过微信、广播等
向广大农民发布了防强降温的技术信息，
农民纷纷用上了覆盖保温、熏烟防寒、挡
风防寒、灌水抗寒、农药抗冻等行之有效
的方法，搭大棚盖地膜，或稻草麻袋遮盖，
或堆火熏烟，或抽水喷洒，
“ 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尽最大的努力抗击寒潮，全力保
障草本作物，保住丰收果实。

给寒风下的火龙果“点灯”
火龙果在杨柑镇种植超万亩，随处都

有火龙果种植基地，而火龙果对寒流尤为
“敏感”。
据报当天气温仅五六度，火龙果如
何防寒保暖呢？镇农业办主任梁九带
领记者直奔布政村的 4000 亩火龙果种
植 基 地 ，寒 风 中 ，齐 刷 刷 的 火 龙 果 显 得
萎 靡 不 振 ，有 的 农 民 正 搬 来 秸 秆 树 叶
等 ，搭 建 简 易 篱 笆 防 风 ，笑 称 是 给 果 园
“穿衣”。
在扶贫带头人、种植大户许英的 400
亩果园里，记者看到，每一行火龙果树上
面，都用电线悬挂着一盏盏银色的电灯，
远 望 整 个 果 园 形 成 了 蔚 为 壮 观 的“ 灯
海”。许英与工人正在安装检查线路，他
说，半夜最冷的时候，就开始“点灯”，会
形成“万盏灯火保果园”的壮观景象。
许英解释说，果园安装灯光照明，是
利用保光技术种植反季节火龙果，可遇
到寒冷天气，也可开灯发光散热，化解果
枝上的霜冻，有效防止冻伤。目前，果农
除了给火龙果建篱笆盖薄膜，大部分果
园都安装了这种灯泡，万家果园万家“点
灯”，抵御寒潮，已在当地成为防寒保收
成的新模式。
寒风中，为作物“沐浴”，为果树“点
灯”，为椒地“建屋”，是一路所见的农民抗
寒妙招，有效地降低了农作物受寒潮的影
响，也展现了现代农业的魅力。梁九说，
现代农业技术突飞猛进，农业基础设施逐
步完善，这大大地提高了农民抗灾害能
力，现在很多种植园通电通水，天寒地冻
时，可洒水保暖，防寒保收。所以，杨柑万
亩火龙果基本上可度过这次寒潮袭击，保
住果农
“钱袋子”。

11 天共向茂名、井山、贵港发送电煤 25.9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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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 冬 季 以 来 ，电 煤 需 求 日 益 增
加。为确保两广地区电厂电煤供应充
足，湛江火车站货运中心充分利用湛江
港深水港码头优势，坚持“有请必装、优
先运输”原则运送电煤，提前联系各大电
厂，了解企业生产计划和运输需求，积极
开辟绿色运输通道，制定电煤专列运输
计划和运送方案，加大电煤运输班列开
行力度，满足电厂生产需求。
通过实地走访煤矿企业、电厂，了解

运输需求和厂内库存情况后，该中心有
计划地调整运能配置，跟踪装车兑现情
况，不定期组织召开路企装车协调会，以
煤炭装车环节为核心，从装车时限、测温
堵漏等方面入手，为企业提供合适的运
输方案，对装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协调处理，确保电煤运输有序高效。同
时，实行专项业务负责制度，指定专职干
部每日、每周提前把预计船期、电煤铁路
需求、港区电煤库存情况向集团公司调

办证中心是公安工作面向群众的一
面镜子，是展示人民警察精神风貌的三尺
窗口。这里没有侦破大案要案的鲜花和
掌声，没有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传奇故
事，这里有的是日复一日真诚的倾听、耐
心的解答和默默的坚守。在首个中国人
民警察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湛江市公安
局赤坎分局办证中心，感受户政民警们一
天的工作。

一
当天上午 7 时 50 分，赤坎公安分局办
证中心的户政民警们像往常一样提前到
达，擦桌子、拖地，整理档案资料，用微笑
开启新的一天。
上午 8 时 30 分，办证中心准时“开门营
业”。
“陈阿姨，您身份证上的地址名称不
规范，国家文件规定，不能再用‘甲乙丙’
栋这种说法，几年前我们已经通知你来更
新地址资料，你一直没有来，这并不是你
单位工作人员的疏忽。”陈阿姨因为未能
及时更改地址资料的事情一直对单位耿
耿于怀，来到办证中心还在埋怨陪同前来
的单位工作人员，听完民警解释，终于露
出释怀的微笑。
“警官，能不能帮我开张证明，银行说
我身份证信息显示有两张照片，还怀疑两
张照片不是同一个人。”
“我家婆身份证丢失，着急办理住院，
可以马上补办吗？”
……
半躬身子站在服务窗口的张警官一
边回答群众咨询，一边左右开弓操作两台
电脑核实信息。她面前簇拥着六、七个群
众，你一言我一语地咨询，她常常是这个
问题还没回答完，又得去接下一个问题。
张警官尴尬地笑笑：
“ 旁边服务岗的小李
刚走开上洗手间，我过来兼顾一下。”话说
得太多，张警官好多次在工作中出现声带
失声的症状。不仅仅是她，在办证中心，
每天从上班说到下班，大家都成了名副其
实的
“鸭公嗓”。
湛江市赤坎区常住人口超过 26 万人，
赤坎公安分局办证中心户政服务窗口的
日均接待量达到 500 多人次，2020 年以来

度所汇报，及时做好运能统筹安排工作。
该中心严格落实标准化作业，装车
前，严格把控煤炭装车温度，对达到或超
过 50 摄氏度的煤炭不予装运，并对其进
行摊晾、洒水降温，防止煤炭在运输途中
发热自燃。装车后，严格做好车辆堵漏
工作，清理对车门、车边等位置的货物残
留。定期组织业务人员进行装车培训，
制作煤炭装车标准化作业视频，提高作
业人员技能水平，保障电煤装车安全。

户政小窗口见证人生百态

本报记者 林小军
通 讯 员 邹红艳 王音默

户政民警正在给 92 岁的黎婆婆办理身份证业务。
共为群众办理出生入户业务 4323 人，户
籍迁移 12507 人次，办理身份证近 10000
张，解决各类无户籍人员共 20 多人。

二
在福利院工作的小吴是办证中心的
常客，因为工作原因，她经常过来为流浪
人员等办理户口。小吴说：
“ 户政民警非
常有耐心，平时都是轻声细语地解答我们
的疑问。我见过唯一一次她们很大声地
说话，是对一个上了年纪耳朵听不清的老
伯。”户政民警常常利用休息时间走访福
利院，为流浪人员等办理户政业务。之前
福利院有一个孩子需要送外地就医，民警
向上级申请开辟绿色通道，快速给孩子办
理了户口，小吴用户口上的身份证号码顺
利为孩子办理了入院手续。
“黎婆婆，您快请坐，稍等一会儿我们
马上给您办理入户和身份证。”当天上午 9
时 22 分，赤坎公安分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
队户政中队中队长江丽蓉看到被两位女
儿搀扶着走进办证中心的黎婆婆后，连忙
迎上前去。黎婆婆 1928 年出生于湛江廉
江市，后来到坡头区生活，现在随女儿居
住在赤坎区，一直没有办理户口。江丽蓉
获知情况后，主动找到黎婆婆的女儿核实
此事，婆婆的女儿说：
“ 能入户就入，不能
入就算了。”江丽蓉劝她们：
“ 老人身体不
好，去医院看病要出示身份证，没有户口

通讯员 邹红艳 王音默 摄

就没身份证，没法享受到医保和社保服
务。”江丽蓉随后多次联系黎婆婆出生地
廉江和居住地坡头、赤坎的辖区派出所调
查核实黎婆婆的户籍信息，证实黎婆婆确
实没有户籍记录后，通知婆婆女儿到派出
所申请开具无户籍记录证明和做询问笔
录，前前后后奔波了一个多月才把入户申
请材料准备好。
“江队长是个热心人，多亏了她的帮
忙”，黎婆婆的女儿感激不尽。
年末，
前来办理出生入户、因农村土地
确权分户的群众很多，尤其是分户涉及到
的利益纠纷和家庭矛盾比较复杂，对户政
民警的业务能力是一场大考。户政管理涉
及民生方方面面，要求户政民警具备过硬
的业务水平。户政中队的整体法律素养和
业务水平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可和肯定。

三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在服务窗口遇上
一位阿姨前来为自己的婆婆申请办理身
份证。她说，婆婆出生于 1920 年，最近身
体不好被送进医院，办理入院手续的时候
却发现身份证丢失了。民警受理申请后，
考虑到百岁老人行动不便，答应阿姨下午
派人到医院为老人采集信息办理身份证。
当天下午 5 时 05 分，江丽蓉和一名技
术民警驱车前往赤坎区某医院，找到病房
里的老人。可是，病床前一名自称老人养

继续就业
可参加工伤保险
本报讯 （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梁轩）1
月7日，
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
近日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
了《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
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
》
（以下简称《办法》
），
创新政策首次将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劳动者、
实习学生、
见习人员、
村
居两委人员、家政服务机构从业的家政人
员、新业态从业人员、从事公益活动的志愿
者等未建立劳动关系特定人员纳入了工伤
保险参保范围，
可由所在从业单位（组织）自
愿选择为其单项参加工伤保险、
缴纳工伤保
险费，
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基金
支付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
据了解，
《办法》所纳入工伤保险参保
对象范围的“特定人员”，主要包括在从业
单位工作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包括
未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和退休返聘
人员）、已享受一级至四级工伤伤残津贴或
病残津贴人员、实习学生（包括签订三方实
习协议或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的实习学生和
从业单位使用的勤工助学学生）、单位见习
人员，以及在家政服务机构从业的家政服
务人员等未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下
简称从业人员）。此外，
《办法》将村（社区）
两委人员，提供网约车、外卖、快递劳务等
新业态从业人员，依法组建的志愿服务组
织招募从事特定公益活动（应急救援、公共
卫生防控、大型活动等）的志愿者等特定人
员也纳入了参保对象范围。
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
与用人单位建
立劳动关系的职工实行
“五险统征”的参保
模式。鉴于单位从业的超龄劳动者、实习学
生等特定人员未与从业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办法》规定从业单位可按
“自愿参保”原则
选择为未建立劳动关系的上述从业人员单
项参加工伤保险、
缴纳工伤保险费。

中冶宝钢湛钢公司

湛江货运中心力保电煤供应不断档
本报讯 （记者何有凤 朱明杰 通讯
员陈飞骁 李红志）电煤测温、摊晾、堵漏
……1 月 11 日晚上，在湛江货运中心湛
江货运营业所，安全盯控员来回穿梭在
湛江港三区的堆场中，全力盯控印尼煤
装车质量及测温情况。截至 1 月 11 日，
今年以来该中心共向茂名、井山、贵港等
电厂发送电煤 25.9 万吨，有力保障了电
厂持续攀升的电煤需求和两广地区居民
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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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

杨柑农民妙招防寒抗冻保收成
防寒抗冻

2021 年 1 月 13 日

女的女士却拿出了老人的身份证。经打
听，老人并非身份证丢了，而是家庭双方
因为财产纠纷上演了一场争夺身份证的
大战，失手的一方竟然想出忽悠户政民警
上门重新办理身份证的损招。
“她不知道我们手头的工作有多少，
我们过来一趟有多不容易。我们赶来帮
百岁老人办理身份证，本意是希望她能尽
快办理入院手续接受治疗，没想到居然遇
上这么一场家庭纠纷。”两名民警长期从
事公安户政业务，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
经验，他们耐心解说完户政部门的职能范
围，劝慰对方一番后才离开。
小小的一本户口簿和一张身份证贯
穿于公民的一生，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最
基本的法律保障，它是公民参加正常活动
与交往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办
理涉及户口和身份证的业务必须严格依
法依规进行，容不得半点马虎大意。
现实中，
许多群众对办理涉及户口和身
份证各项业务的依据和流程不了解，
认为开
一个身份证明，
或者补办一张身份证对于民
警来说只是举手之劳，所以他们错误地认
为，
民警依法依规不予办理就是故意刁难。
2016 年，家住赤坎区的林女士来办
证中心，让户政民警开具一个身份证明，
证明霞山区与之同名同姓同日出生的林
女士和自己是同一个人。民警经过核查，
发现二人身份证号码不一样，并非同一个
人。经过进一步调查了解到，前来申请出
具证明的林女士是赤坎区户口，其所在工
厂倒闭后便不再给她社保续费，她也随夫
到外地生活。林女士多年后回到湛江，得
知霞山区有一位退休教师与自己同名同姓
同日出生，于是认定是对方将自己多年社
保据为己有。在查清楚事实以后，户政民
警向这位林女士耐心解释清楚原由，明确
答复不予出具证明文件。固执的林女士因
要求得不到满足，
从 2016 年开始多次到办
证中心吵闹辱骂民警，
指责民警不作为。
“合法合规的户政业务我们一定会热
心办、抓紧办。但是，法律和政策不允许
的我们绝对不办，这是原则！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热心和耐心，一定能换
来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江丽蓉说道。
当天下午 6 时 10 分，赤坎公安分局
办证中心仍有群众在等候办理业务，户
政服务窗口根据群众的需求继续延长工
作时间。办证中心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
矩：当天的业务当天办完，绝不让群众再
次跑腿。

首批自主认定技能
等级证书“新鲜出炉”
本报讯 （记者陈彦 通讯员梁华娟）1
月 12 日，中冶宝钢湛钢公司技能自主认定
考核合格的 84 人等级证书信息在“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可查询。
这是该公司自 2020 年获批广东省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试点企业后，开展的首批技能
等级自主认定工作。
此次成功申报备案的共有三个工种，
分别是包装工、起重工、挖掘铲运和桩工机
械司机/装载机司机。经规范认定取得的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有与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同等效力，同样纳入技能人才统计，落实
相关政策、兑现相应待遇。
一直以来，该公司高度重视技能等级
自主认定的培训及考评工作，2020 年组织
包装工 39 人、装载机司机 50 人分批开展
理论及实际操作应用等培训，并举办首批
职业技能等级自主认定考试，分批次进行
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评。
据介绍，该公司技能等级自主认定工
作的开展，将进一步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
道，有效调动技能人才创新工作的积极性，
建立起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新体系，为公
司建设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性”技能人才
队伍打下坚实的基础。

吴川和电白两地检察机关
会签公益诉讼协作机制文件

更好保护两地
接壤区域生态环境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湛检宣）
1 月 8 日，湛江吴川市检察院、茂名电白区
检察院联合举行《关于加强吴川电白两地
接壤区域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公益诉讼协
作机制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文件会
签仪式，以更好地保护吴川、电白两地接壤
区域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意见》是吴川市检察院继与化州市检
察院联签《保护鉴江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后，又签订的一项跨区
域公益诉讼协作配合机制。
《意见》提出建
立“5 项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线索移送机
制、案件协作机制、联席会议机制及交流学
习机制。
会签仪式结束后，双方随即召开了公
益诉讼协作机制第一次联席会议，就公益
诉讼工作情况和取得的成效进行了交流。
双方表示，要以此为契机，加强协作配合，
使《意见》得到贯彻落实，真正达到保护生
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目的，共同推动公益
诉讼工作。

湛江港集团铁路分公司

确保运输安全
本报讯 （记者陈彦 通讯员邹霞）连日
来，湛江港集团铁路分公司工电段员工忍
受着刺骨的寒风，加班加点检修塘调线线
路设备，确保运输安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8 时，铁路分
公司完成铁路货物拖运量 3400 万吨，拖运
量、装车量连续四年实现稳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