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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张惠
宁 通讯员刘政）从6月23日24时起，我
省90号汽油、93号汽油、97号汽油和0
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12、0.14、0.15、
0.14元。

海南省物价局今天下午下发《关于提
高我省国Ⅳ标准车用汽柴油价格的通知》，
我省国Ⅳ标准车用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
吨分别提高165元和160元。

调整后，90号、93号、97号汽油和0
号柴油每吨最高零售价格分别为9880
元、10473元、11066元和9115元。每升
最高零售价90号汽油8.26元，93号汽油
8.96元，97号汽油9.52元，0号柴油7.84
元。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

将我省车用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
5.67 元/立方米调整为 5.77 元/立方
米。

省物价局要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
要加大成品油价格监督检查力度，严厉
打击利用价格调整之际抢购、囤积的行
为，打击造谣惑众、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
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
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
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
采取应对措施。

中石化、中石油等企业要严格执行
政府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加强综合
协调和应急调度，保障成品油市场稳定
供应。

我省汽柴油今日涨价

93号汽油每升涨一毛四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
何宏国）世界杯期间，许多球迷选择了来到酒吧、
宾馆、KTV等场所看球，场所也适当延长了夜间
营业时间。6月21日起，海口消防部门成立10个
检查组，利用赛时期间对全市KTV、酒吧、宾馆等
球迷聚集场所开展错时消防监督检查，确保该类
场所消防安全。

海口消防部门已抽查夜间营业场所、单位30
家，发现火灾隐患或消防违法行为48处，现场整
改30处，责令限期整改18处，消除了一批火灾隐
患，有效确保了全市消防安全。

海口消防部门还通过微博、微信等传播渠道
提醒广大球迷：球赛精彩，千万不要忘了防火，到
酒吧等人员密集场所观看球赛，一定要留意安全
出口位置和疏散逃生路线。

海口

世界杯激战正酣
消防夜查观球场所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黄一丹）21日下午，省图书馆
举办的首期“英语沙龙”入场不到5分
钟，文学沙龙室就座无虚席，许多慕名而
来的读者因为座位不够，宁愿站着也要
参与其中。

“这是一张男人的脸”“我看到的是
英文单词liar（骗子）”……“英语沙龙”
一开始，读者们就热烈讨论起来。原来
任教于海南大学应用科技学院的教授
莱尔·克洛福德给读者展示了一张图
片，至于它是什么，那真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不同的文化让你们看到了同一个事物
不同的方面。所以，我们学英语不只是
要学语言，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它的文
化。”克洛福德说。

主讲嘉宾、海口经济学院外国语学
院讲师吴中庆告诉记者，“海南建设国际
旅游岛已经4年多了，在跨文化交际人
才培养上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这次‘英
语沙龙’的发起，也是希望提供更多的英
语资源，助力国际旅游岛建设。”

省图书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首次“英语沙龙”反响很好，下一期活
动正在筹备中，读者们可以通过省图
书馆的官网、官方微信、微博了解详
情。

省图办首期“英语沙龙”

下期活动正在筹备
读者可看省图微博

本报那大6月23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
者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儋州将面向全国公开招聘
95名高中教师。考生可通过网络及现场两种方
式报名，详情可登录儋州市教育局网站。

儋州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招聘的
高中教师人数及专业类别为：语文教师12名，数
学教师12名，英语教师10名，政治教师8名，历史
教师7名，地理教师10名，物理教师15名，化学教
师11名，生物教师10名。

据了解，考生可通过网络及现场两种方式报
名，详情可登录儋州市教育局网站。此次招聘的
条件为：一是报考对象必须是全日制普通高校应
往届师范类本科毕业生，持有相应的高中教师资
格证，年龄在30岁以下，即1984年6月30日后出
生。二是一旦录用入编，3年内不得调离本单
位。另外，儋州市在编教师和特岗教师不得报考。

据了解，儋州市教育局于6月20日起到哈尔
滨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高等
师范院校现场招聘。最后一场招考，将于6月27
日在海南师范大学举行。

儋州

面向全国招聘
95名高中教师

本报营根6月23日电（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
王丽娟）“积压6年的案件，今天终于解决了。”今
天，来自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镇黎明村双万
田村小组的李文清在琼中县委书记大接访现场
说，他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红岭水库项目征用地，造成李文清一家已种
四年多的橡胶生长苗338株，槟榔70株被清理出
场，该项目公司只按每株10元赔偿给李文清一
家，没有达到国家的补偿标准。对此，李文清多次
上访，都未能得到解决。

听说今天县委书记大接访，李文清在早上6
点钟就从远在60多公里的双万田村赶到大接访
现场，向琼中县委书记孙喆讲述自己的情况。

经过现场调解，李文清同意琼中从信访专项
资金中拿出1.6万元来补偿，并承诺不再上访。

据了解，在大接访现场，琼中共接访59件案
例，涉及到住房、就业、养老、征地补偿等多方面。
其中6件是在现场得到合理解决的，共发放信访
专项资金132000元。

琼中

一天解决信访案6例
发放信访资金13.2万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应黎 吴阳奎）当前海南口岸进口
食品增长趋势明显，在近日由海南检验
检疫局举办的“进出口食品口岸行”主题
日活动中，我省20家进出口食品企业的
负责人在活动现场签署食品质量安全承
诺书，承诺诚信经营，严防食品质量事件
出现。

通威（海南）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海
南国健高科技乳业有限公司、海南亚洲
太平洋酿酒有限公司、海南海航航空进
出口有限公司、海南省粮油贸易公司、海
南省免税品有限公司等企业承诺，自觉
遵守法律法规，按法律法规规定和标准
要求，诚信经营；自觉严格质量安全管
理，完善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加强风险防
控，加强质量培训，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定期主动向检验检疫部门报告质量管理
和产品质量情况、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情
况，及时报告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现的质
量安全问题、存在风险隐患情况和出现
的质量安全问题处理情况。如违反承
诺，企业承担一切后果。

据统计，2014年1-5月海南口岸进
口食品化妆品检验检疫1016批、1.54亿
美元，货值同比增长10%，品种包括大
米、葡萄酒、咖啡、水产品、化妆品、乳品
等，其中进口离岛免税食品化妆品检验
检疫746批、9916.6万美元，同比分别增
长18.79%、42.26%。

20家进出口企业
签食品安全承诺书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史贻锋）省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协
会近日成立，该协会将开展本行业特有
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对渔船修造企
业特有工种人员进行培训，使其持证上
岗，这将填补我省渔船修造行业特有工
种人员持证上岗的空白。

目前，海南的渔船、渔机、渔具行业管
理水平和制造水平，与部分发达兄弟省份
还有一定差距。由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
队发起筹建的省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协会，
由省内渔船、渔机、渔具行业40多个会员
组成。新成立的省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协
会将积极开展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技术
法规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和编写，搭建技术
支撑平台、优质产品推广平台、行业所需
的职业培训平台和会员发展平台。

省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协会成立

渔船修造特有工种
将推行持证上岗

家住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的9
岁女孩谭小琴酷爱小动物。两年前，
每到自家房前屋后的果树结果时节，
就有大大小小的松鼠来偷食，松鼠的
一举一动常逗得她咯咯笑个不停。
季节过后，各种果子没了，松鼠也就
不露面了，已把松鼠当朋友的小琴经
常望着树林闷闷不乐。

一天，小琴的爸爸带两只松鼠回
家，小琴高兴极了。去年年底，小琴
的爸爸干脆在自家院子里建起了一
个2米多高的大笼子，笼养各种鼠类，
也有附近的村民将捉到、捡到的松鼠
送到小琴家饲养，这期间各种鼠类开
始繁殖。目前，小琴家大大小小的赤
腹松鼠、竹鼠、豚鼠、隐文花松鼠等已
发展到80多只。

小琴爸爸对鼠类颇有研究，他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竹鼠是一种营养价
值高，属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肉类食
品。我国医药界历来把竹鼠毛作为
药用的一种好原料。因竹鼠的毛主

要成分是硬质蛋白，经过水解后，可制
成水解蛋白、胱氨酸和半胱氨酸等重
要药品。民间通常用于治疗小儿疳积
病、痘麻病。竹鼠的内脏等下脚料可
提取甘麻酸、胸腺肽、脑磷脂等药物。
竹鼠尾中的线状白筋，可用于外科手
术缝合线。

据悉，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人
工驯养竹鼠成功之后，竹鼠养殖发展很
快，现已成为开发价值高、市场需求大、
投资少、风险小、经济效益高的一项新型
养殖业。小琴爸爸现在正摸索饲养经
验，看能否利用本地资源发展这一产业。

据最新的世界哺乳动物名录统计，
全世界共有2300种啮齿动物（鼠类），中
国约有160至207种鼠类。海南有鼠类
30多种，很多鼠类被列为《国家保护的有
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早在20世纪80
年代末，就开始有人进行人工驯养繁
殖，为科研、医学、观赏提供资源。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影报道

白沙有个养鼠人家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今天，在高考成绩放榜之际，中共
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教育厅联合下
发通知，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炒作中、
高考“状元”及高分数学生。《通知》重
申，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任何
形式向所属普通中学下达升学任务，不
得仅以中高考成绩和升学率评价学校、
评价教师。

“摘得一个省的文、理科高考‘状
元’，是值得孩子、家庭、亲朋、学校自豪
的。”今天下午，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我们反对过度炒作高考“状元”，因为
这违背了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影响正
常的教育生态环境。

这位负责人表示，基础教育是面向
人人的教育，高中学校教育应该是面向
每一名学生，促使他们每人都发展得更
好，而不是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集中在
个别的学校、个别的班级甚至个别的学
生上。“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状元’身
上，传导的是学校对升学率的恶性竞争，
违背了办学的基本目标，应试教育只会
愈演愈烈。”

“过度关注高考‘状元’，也造成了

教育管理的日益功利化。”这位负责人
表示，一所学校出了“状元”，政府部门
重金奖励，而没有“状元”的学校，则乏
人问津。“在这种功利化的教育管理思
维下，相关学校、任课老师都背负上了
沉重的负担，学生的课业负担也相应地
加重，不利于学生身心的全面健康发
展。”

这位负责人认为，过度关注“状
元”，客观上造成了学校之间传递压力，
诱发不正当的生源竞争。另外，在日常
的教学活动中，违规补课等占用了学生
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的时间，单纯追

求学业成绩最大化，忽视了学生的性格
发展。

“过度关注‘状元’的个人学习、生活
等细节，容易给其本人营造出光环效应。”
这位负责人认为，这种光环效应，实际上
会对‘状元’本人造成一定的精神负担，从
而影响个人的后续成长、性格养成。

据了解，省教育厅今年已经在全省
启动了教育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建设，
其基本的思路就是，除了学业成绩之外，
对于一个学生的评价，将会更加注重其
优秀的思想道德、良好的身体素质、多样
的兴趣爱好等方面。

“我们要求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
各普通中学不得以任何形式炒作中、高
考“状元”及高分数学生，就是希望引导
学生不要过于看重分数，分数不能代表
一个孩子的全部。”这位负责人表示，我
们看重的是全体学生的发展，看重的是
全省基础教育的整体提升。

这位负责人最后强调，今年全省参
加高考的考生超过了6万人，无论是走
进大学深造，还是进入职业学校学习技
能。我们认为，他们将来都会是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的重要一员。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高考成绩放榜之际，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谈基础教育：

分数不能代表一个孩子的全部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马珂）21日上午，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口市120急救中心联合医疗
队，携带“心肺复苏CPR模型”等急救技能操作器械
走进海之南外国语实验学校，为40余名学员进行
了儿童意外伤害知识的普及讲座和抢救演练。

本次儿童意外伤害急救知识走进校园活动，
特别邀请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医疗队李彬为主
讲。同时，省妇幼保健院小儿骨科、急诊科甘先民
主任以图文结合的形式，阐述了小儿创伤出血、骨
折等相关注意事项及处理方法。在讲座结束后，
老师针对溺水、窒息等所致心跳呼吸骤停进行徒
手体外心肺复苏抢救演练。

儿童意外伤害抢救
演练走进校园

左图：小琴怀抱一只憨态可掬的竹鼠玩耍。
右图：一只赤腹松鼠跃上铁网。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胡蓉）本月起，我国公民每个人
都将拥有一个信用“身份证”，个人的金
融、税收缴纳、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将
被纳入信用代码证。社会信用代码制
度的实行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
么？这一制度实行后将会产生哪些影
响？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个人权益，避
免导致不必要的损失？近日，中国银
行、海南省农信社等机构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给大家支了几招。

实施信用代码制
信用贷款不再难

据了解，中国人民银行本月起正式
推行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金

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
通违章等信用信息将逐步纳入代码证。

“个人信用被形象地称为人的第二
张身份证，良好的个人信用记录不但会
提高个人得到银行贷款的机会，还能获
得较低的利率，这将给生活带来不少便
利。”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
说。

省农信社相关负责人进一步解释
称，大家常说小微企业、“三农”融资难，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银行与客户间
的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不真实，加上贷
款违约、信用卡恶意透支、赖债跑路等
屡屡发生，致使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影
响银行放贷。“实施信用代码制度后，银
行对客户的信用、信息一目了然，有利
于银行控制贷款风险，促进银行发放小

微企业贷款。”
目前，我省已着手开展了农民信用

档案试点，通过小额信贷培养老百姓的
还款意识，并通过建立信用档案，为农
户持续利用信用贷款提供支持。据初
步统计，目前全省已完成约6万户、28.3
万人的农户户籍信息的采集和入库，已
有超过29万户信用农户获得贷款，贷
款余额累计超过12亿元，解决了全省
农户因信用不足而难以融资问题。

恶意透支信用卡
最高可判处无期

记者了解到，目前人民银行个人征
信报告中所反映的金融服务仅有个人
贷款和信用卡业务。海南中行相关负

责人提醒，市民在使用信用卡时一定要
区分“需要”和“想要”。如果恶意透支
信用卡，会留下不良记录，而且最高可
能会判处无期徒刑。业内人士提醒，出
现不良记录后，一些客户错误地认为，
只要消除信用卡就能消除个人不良记
录。事实上，信用记录是伴随持卡人的
个人身份信息，销卡并不能消除不良记
录。出现“不良”后，客户不仅不能消
卡，还要继续保持卡片的长期良性使
用，才能通过未来的良好信用交易还个
人信用记录以“清白”。

海南中行建议，为避免信用“不
良”，个人使用信用卡时可申请消费短
信提醒及还款信息短信，并收好每月账
单，牢记还款日，于还款日前将所欠款
项足额还清。

本月推出信用代码证，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将纳入其中

管好信用“身份证”生活就会更方便

确保各项工作
掷地有声落到实处

◀上接A01版
要带头深入项目建设第一线，多在现场解决问题，
少在会场研究问题，多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少用
文件形式应付问题，多想破解难题的办法，少讲不
能解决的理由。要盯住项目关键节点，抓住关键
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一项一项地攻坚，不达目
的绝不罢休。

要强化措施抓落实。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推进项
目建设的服务保障机制、督促检查机制、责任考核机
制和目标奖惩机制，做到任务到人，时限、责任明确。

抓好落实，积极推进项目建设，是检验我们工
作作风和工作能力的一把标尺。只要全省上下坚
持狠抓项目不动摇，全力以赴，真抓实干，全年的
目标任务就一定能够完成。

我省车用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
5.67元/立方米调整为5.77元/立方米。

0.12元

最高零售价 上涨

0.14元

0.15元

0.14元

90号汽油

93号汽油

97号汽油

0号柴油

8.26元

8.96元

9.52元

7.84元

（单位：升）

（制图/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