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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方性非公募基
金!!!三亚宪清养老基金会" 日前在海韵度
假酒店正式成立# 这个由企业家陈宪清设立
的专门关爱$天下父母%的基金开始正式投入
社会运营#

三亚海韵集团董事长陈宪清于 !""#年
开始在企业内部设立养老基金# 享受该基金
的员工父母"每人每月可领到 $%""元至 !"""

元# 父母已经过世的"配偶父母可以照领#

!"&!年 !月"$三亚宪清养老基金会%正
式被国家民政部门批准为地方性非公募基
金# 目前"这个基金已惠及 '!(名老人"累计
发放养老金近 !%%%万元#

按照计划" 基金会现在正在制定和完善
基金会社会化运营的制度和方案" 计划未来
三五年的资金规模将会增加到几千万元"到
时将会有更多老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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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屯昌县出台相关
政策"给计划生育农户&下简称计生户'送
种子(化肥等"以实际行动帮助计生户脱
贫致富#

今天"记者来到屯昌县新兴镇山柚园
村"在一块长势不错的瓜菜地里"计生户
吴琼荣正忙着拔草和给叶菜施肥#

$这些蔬菜还没有上市"就已经基本被
预订完了) %吴琼荣一边擦汗一边说"她家
的蔬菜刚种下" 村里的收购商就与她达成
了口头协议*她负责种植"收购商负责将蔬

菜送到海口各个小区销售# 也正因此"吴家
种植的蔬菜从来不愁卖# 而像她这样的农
户"在山柚园村还有很多#

过去在山柚园村"因为家庭困难"像吴
琼荣这样的农村计生户既种不起菜也不会
种菜# 后来"屯昌县计生委(农业局等部门
给全村 '!户计划生育家庭送来了种子(化
肥等农资用品" 还时常请来农业技术专家
到蔬菜基地指导村民如何种菜(如何管理#

在政府和专家的帮助下"村里的计生
户们迅速发展蔬菜种植规模"目前共种植
了 $%%多亩上海青等叶菜# 有了菜"政府

又开始为他们谋销路# 屯昌县计生委积极
与海南惠农网等网站合作"将该村的蔬菜
送进海口部分小区"有效解决了该村淡季
蔬菜的销售问题#

靠着 '亩淡季瓜菜地"吴琼荣今年已赚
了 $万多元#她乐呵呵地说"这些收入与政府
的扶持是分不开的"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据了解"目前屯昌县计生委已制定具
体方案"将不断加大对农村计生户的经济
扶持力度" 除了提供免费的化肥种子外"

还可以提供一定的启动资金"帮助他们尽
快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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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琼海男孩吴圣" 两年前被查出鼻窦
长了一个鼻咽纤维血管瘤" 因为拿不出手
术所需的约 )万元费用"一直拖延未治#几
经周折"!*日"吴圣终于入住海南医学院附
属医院"准备接受治疗#

据了解" 吴圣在 !"&"年就发现鼻窦长了
个肿瘤"并曾在父母的带领下来海口看病#医生
建议做手术切除"但因为拿不出手术费"遂搁置
下来# 两年间"肿瘤逐渐长大"今年 )月再到医
院检查时"已经病变累及颅底与海绵窦"再不手
术"恐有生命危险# 但吴圣家境贫寒")万元的
手术费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 此事经本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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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广泛关注# 有好心
市民(慈善机构施以援手"不到一个月"吴圣
已经收到 )+()万元捐款"加上吴家借来的 !

万多元"已有约 ,万元#

不料 #月中旬检查发现" 吴圣的肿瘤已
经生长到靠近大脑皮层的位置" 省内几家知
名医院都表示不具备做该手术的能力#

这时" 曾给他捐款的几位好心市民再次
伸出援手"帮他联系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该
院组织多个相关科室的专家研讨后" 决定对
吴圣先采用介入治疗"使肿瘤体积缩小"再开
刀切除# !*日"吴圣在父母的陪同下"入住海
医附院创伤急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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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佳农生态庄园有限公司加笼坪养殖基地" 占地面积

!,%%%亩"该区为原始热带雨林区"拥有 $%%多座山头"林海莽

莽"参天大树棵目数以百万计"公司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

优势"大力发展山林土鸡养殖"推出的天然绿色食品$加笼坪

放养土鸡蛋%"深受到消费者青睐#

现因公司产业发展需要" 面向社会高薪诚聘有志于佳农

生态庄园事业的英才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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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相关行业十年以上工作经验"五年以上企业经

营管理经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源资格"具有五年以上

外资企业或国内知名企业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a.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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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本科以上学历"五年以上营销管理经验"具有

敏感的商业和市场意识" 优秀的资源整合能力和业务推进能

力"具备良好的沟通合作技巧及丰富的团队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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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有良好的沟通和提案能力"较强的创意(策划

能力"有市场相关工作经验(能使用 -./0/1./-23456789等常用

平面设计软件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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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场销售经理(网络销售经理(展销中心销售经理各 &名'

M^_`& 专科以上学历" 有两年以上销售团队管理经

验"具备良好的职业形象(职业素质及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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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专科以上学历"具备良好的职业形象"有相关

行业知识或大客户销售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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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中专以上学历"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有亲和

力"具有开拓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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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年龄不限"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团队意

识+具备相关从业经验者优先#

nop\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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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专科以上学历"有开拓精神"有团队意识+具备

相关从业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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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年龄不限"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团队意

识+具备相关从业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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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要求中专以上学历"*)岁以下"具备管理能力"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及良好的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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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

&(男性*')岁以下&退伍军人优先考虑'"持 :&

以上驾驶证"!(三年以上驾龄"驾驶技术熟练"无不良违规及

驾驶纪录#

我们崇尚专注一生的事业" 期待优秀人才的加盟" 有工

作经验者优先录用" 岗位薪酬面议" 面试合格( 一经录用签

订劳务合同# 人才简历投递至* ;5-<=744>4==1?@/AB8C5D3/B

人力资源部电话* %,E,<'$E,')!!

}~\�&海口市龙昆北路海外大厦 *F*室

G 澄迈佳农生态庄园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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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近日出台城镇居民医保新政策"鼓
励参保患者有病先到一级定点医疗机构就
诊# 按照规定"自今年 ,月 $日起"经一级
定点医疗机构转诊的参保患者" 在三级医
院住院报销比例提高 $%H" 由原来的 (%H

提高至 #%H" 二级医院由原来的 #%H提高
到 #)H# 另外"封顶线由 &%万元提高到 &!

万元#

据介绍"海口近日出台的,关于调整城
镇居民医保待遇支付标准的通知-规定"参
保居民应当首先在一级定点医疗机构 &含

一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农场医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站'就诊# 如病情需要转往上
级定点医院继续接受治疗的" 由一级定点
医疗机构出具转诊证明"办理转诊手续"再
到上级定点医院 &即海口市二级或三级定
点医院'就诊#

危重急症患者紧急情况下可直接到上
级定点医疗机构急诊住院" 但应在入院后
&%个工作日内&含第 &%个工作日'到所在
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建立健康档案 &录入新
的诊疗概况'"补办转诊手续"统筹基金按
转诊后的标准支付#

据介绍"经转诊的参保患者"其符合统
筹基金支付范围的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比例
为*一级医院由原来的 ,)H提高到 E%H(二
级医院由原来的 #%H提高到 #)H+ 三级医
院由原来的 (%H提高到 #%H# 未经转诊的
人员" 其符合统筹基金支付范围住院医疗
费用支付比例为*一级医院 E%H+二级医院
#%H+三级医院 (%H#

同时"参保居民经住院治疗后"在康复
阶段" 上级定点医疗机构应及时将其转往
基层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康复治疗+ 患者不
配合的"统筹基金按未经转诊的标准支付#

申请异地住院的须经海口市三级定
点医院同意并报海口市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批准"其医疗费用按本市转诊后的同等
标准支付+未经海口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批准的"其医疗费用按海口市未转诊同等
标准的 )%H支付#因急性病在异地住院治
疗的" 经海口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认
后"其医疗费用按海口市转诊后的同等标
准支付#

同时" 海口医保新政策取消了 $积分
制%"即取消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的住院费用
支付比例在原基础上每年提高 &H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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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省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与省政务中心举办法制讲座" 邀请著名法
学家应松年讲授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难点
和重点#

根据我省$六五%普法规划"扎实开展$推
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海南%大学习(大讨论
活动是推进我省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

为此" 应松年教授结合多年从事法学研究和
法律工作的经验"围绕建设法治政府的发展(

当前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 建设责任政府和

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 深入浅出地阐明
了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帮
助我省法制工作者把握和做好推进依法行
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工作#

据介绍" 应松年教授是中国政法大学
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内司委委
员( 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副组
长" 也是我国行政法学科的创始人和带头
人"参与编写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行
政法概要-"为促进我国行政法学的建设和
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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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GOP"我省高招本科第二批录取今天
正式开始# 截至下午 )时 '%分"本科第二批
院校在我省一共录取了 &%)(人#其中"文史
类 !'#人"理工类 ##&人"体育G理I*,人"还
有 &"*,"名考生处于$院校在阅%状态#

据了解" 在我省本科第二批录取的学
校为一般本科学校G含参加本批录取的体育
院校和在体育类招生的其他本科学校I# 我
省今年共有 &+'万多名考生符合本科第二

批录取资格# 其中"理工类 ,#(!人"文史类
*!,)人# 该批次中"#""分以上&含 #""分'

考生理工类 E人"文史类 &!人# 投档成绩
理工类最高分为 #,"分"文史类为 #)*分#

根据招生计划"我省本科第二批院校计
划招生近 &+!万人#今天上午"省考试局在该
局网站上公布了各招生学校的计划数(投档
数和投档的最低分"以便考生了解自己的投
档情况# 在首轮投档后"该局还将公布没有
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名单"组织考生征集志

愿"进一步增加考生的录取机会#

在省考试局工作人员的努力争取下"

截至目前" 安排在本科第二批招生的院校
已为我省追加了 &")个招生计划#

省考试局有关负责人提醒* 考生在还
没有被录取期间最好不要外出" 要保持考
生电子档案中记录的联系电话的畅通"以
便高校和招生部门在有特殊情况时与考生
联系#同时"要经常登录省考试局网站获取
录取信息"谨防招生诈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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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GTUV"今天下午"海口市属 *所重
点中学面向海口招生的第一批入围分数线
已经划出"其中"海南华侨中学分数线为 ,*

分 )星"海口市第一中学 ,*分 &星"琼山
中学 #E分 &星"海口实验中学 ##分整# 这

是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的#

据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加大对农村学校和城区薄弱学校的扶持力
度" 今年 *所市属重点学校均扩大了指标
到校生的录取比例"从去年的 '"H提高到
今年的 ')H# 首批共录取 !(#!名正取公

费生"其中"指标到校生 &"E#名#

需提醒考生特别注意的是"海口一中(

琼山中学和海口实验中学只录取海口户籍
考生" 而海南华侨中学仍有部分计划面向
全省招生"今天划定的分数线"只是针对海
口户籍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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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下有姐妹可以结伴上学了)%今年刚考取北京大
学的三亚市崖城镇港门村女孩高子壹" 听说同
村另外两名女孩陈欢( 林虹虹今年也考取北大
后"兴奋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这个夏天"港门村喜讯不断"继该村高三
女生陈欢被保送北京大学后"村里的其他两位
女生高子壹和林虹虹也相继以 ,##(,#'的高
分被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类和法学专业录取#

陈欢(高子壹和林虹虹都是港门村人"由
于 '人的父母都在外工作" 平时并无过多接
触联系"'人是各自被录取后才得知有村里
同龄人也考上了北京大学#

$听说后也觉得很巧"很高兴以后可以一
起结伴去上学了# %高子壹对记者说"第一次
离家北上求学的 '人以后一定要加强联系"

结伴上学"相互照顾#

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人都已有
明确目标# 陈欢想在大学里学好外语" 多多
参与实践活动+ 而高子壹想在大学里把握机
会" 继续考研深造+ 林虹虹则想加强专业学
习"争取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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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边防总队琼海市支队潭门边防派出所
因在服务三沙渔船( 维护南海主权等方面作
出突出贡献"被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
签署命令荣记集体二等功#今天上午"琼海市
特别召开会议对潭门边防派出所庆功表彰#

潭门边防派出所担负着 &')艘赴西(南(

中沙海域作业的中远海渔船(&'""多艘近海
渔船和 &+E#万多名渔民的边防治安管理任
务# &EE(年"该所利用单边带对讲机建立起
覆盖西(南(中三沙面积 !&"万平方公里海域
的$南海 &&"%报警服务系统"每天定时与渔

民联系"随时为有需要的渔民提供帮助#今年
*月 &"日"渔民通过南海 &&"报警服务系统
将黄岩岛事件第一手信息传到该所" 随后该
所及时上报了关于黄岩岛事件的第一份信
息"为妥善解决事件争取了宝贵时间#

据不完全统计" 历年来该所先后救助
了渔船 *("多艘次(群众 &+!万余人"挽回
经济损失上亿元" 为群众做好事( 解难事
'E&&件"破获非法盗窃(买卖文物刑事案件
'"起"追回各类珍贵历史文物 !"&!件#

自组建以来"该所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公
安基层单位%($爱民固边模范边防派出所%(

$文物保护特别奖%等 )'项省部级以上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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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ghi jkl"融海南地方特色饮食
文化(休闲文化于一体的龙泉乡园"日前荣
获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称
号"授牌仪式于今天在龙泉海鲜酒楼举行#

据悉"!"&&年初"为适应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的新形势" 龙泉集团倾力打造了这
一处以地方特色饮食为主" 展现海南乡村
建筑风格的园林文化和休闲文化的度假胜
地#在今天的启动仪式上"省农业厅有关负

责人宣读了龙泉乡园荣获 $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的通知并正式授牌#

此外" 龙泉集团最新研制的产品!!!

$龙泉椰子鸡汤%自投放市场以来"得到了
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迅速成为海南餐饮文
化的特色品牌#在今天的授牌仪式上"龙泉
集团联袂著名餐饮企业!!!香港裕满人家
共同宣布将在珠三角地区合作经营 $龙泉
文昌鸡%特色快餐项目"以满足珠三角地区
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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