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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郭景
水）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少数民族
大学生成才计划奖（助）学金”项目2013
年—2014年学年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此项目将资助就读于我省公办高等院
校的少数民族本专科大学生，2013年—

2014年学年受助名额为100人，标准为
每人每学年3000元。

据了解，本次2013年—2014学年
少数民族大学生成才计划奖（助）学金
项目，涉及到的学校有海南大学、海南
师范大学、琼州学院、海南医学院、海南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琼台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海南政法
职业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9所
高等院校。

省教育厅要求，各有关高校学生资
助管理机构负责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
包括新录取的大学生，填报《中国建设
银行少数民族大学生成才计划奖（助）

学金申请表，并根据相关标准以及家庭
情况进行审核和推荐，初步确定获奖学
生名单。获奖人数不超过各高校的分
配名额。各高校将获奖学生名单在各
自校园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

据了解，各高校公示无异议后，将推
荐的获奖学生申请表、汇总表连同《高校

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成绩单等相
关材料复印件提交省教育厅评审委员
会。评审委员会收到申请材料后进行审
核，确定该年度获得奖（助）学金的人
选。如评审过程中发现受助获奖学生在
大学期间有违法、信用不良、违反校规等
行为的，取消其受资助资格。

建行启动“少数民族大学生成才计划奖（助）学金”项目

百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可领奖学金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郭景水 通讯员高
春燕）今天，省考试局发布公告称：2014年下半年海
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11月2日举行。

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学科知识与教学能
力”科目分别为：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
物、思想品德、历史、地理、音乐、体育与健康、美
术、信息技术。报考初级中学类别的考生根据自
己报考的学科参加考试。

本次考试共设8个考点：海南华侨中学海秀
校区、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南师范大学龙昆南校
区、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琼台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三亚市第一中学、琼州学院三亚校区、琼州
学院五指山校区。

我省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11月2日举行

本报定城10月 28日电 （记者洪
宝光 通讯员王新有 特约记者林先
锋）“现在是瓜菜种植高峰期，化肥
比较好卖，一天能卖出好几包，感觉
比打工还要强。”今天中午，在定安
县定城镇仙沟地区一家农药化肥店
里，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陈俊桦对
记者说。

今年7月，陈俊桦从南昌工程学院
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有一股创业
干劲儿的他想到了自主创业。虽然从来
没有从事过农药、化肥生意，但有个好朋

友建议他不妨搞化肥生意。
在定安县就业局的帮助下，陈俊桦

向银行申请了10万元贷款，很快这笔资
金就批下来。“政府贴息贷款是大学生创
业的及时雨。”贷到款后，陈俊桦大胆进
货，生意越做越大。

据定安县就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来，定安县就业局支持自主创业的
高校毕业生35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45万元。35名大学生创业所涉及的行
业有服务、建筑、服装等，直接或间接带
动约92人实现就业。

定安35名大学生
获345万元创业贷款

本报万城10月28日电（记者苏
庆明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
策）记者从万宁市获悉，对当地群众生
活造成较大影响的降雨今日强度减
弱，但仍将持续1至2天，相关防范与
恢复工作正在同步进行。

万宁市教育局今天通报，由于降
雨仍将持续，为保障学生安全，在连续

两天停课后，学校路段或校内积水严
重的学校将继续于29日停课1天。

今日，万城、长丰、后安、大茂、
东澳等镇的受浸村庄水位下降明
显，长丰镇长水村等村庄水位已完
全消退，汽车、摩托车等车辆恢复正
常通行。万宁市卫生局、各乡镇卫
生院已经派出工作人员到全市13个

镇（区）和4个农林场，对饮用水、生
活用品及外围环境进行消毒防疫，
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针对受浸村庄，万宁市充分发挥
“三联三问三解”工作机制，由市民政部
门及和镇驻点干部积极进村救助，给受
灾民众送上大米、矿泉水、饼干等物资，
使这些群众的生活得到妥当安置。

防范与恢复工作同步进行

万宁部分学校仍将停课1天

本报三亚10月28日电 （记者符
王润）“前两天，我们在三亚铁炉港的红
树林找到了10株红榄李，可惜有一株
已经濒临死亡了。”今天，说起10月25
日对三亚红树林稀有树种红榄李的巡
护工作，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工
作人员孟佳烨面露惋惜之色。为了挽
救三亚铁炉港的红树林，该协会计划于
明年推进该区域红树林的复植工作，其
中包括红榄李的复植。

孟佳烨介绍，人为因素对红树林
的直接影响包括砍伐、改为经济用地
等情况，如三亚榆林河、铁炉港有一部
分红树林区域变成了养鱼塘，三亚河、
榆林河、青梅港部分红树林区域则变
成了酒店或住宅区。“而间接影响则包
括了人类生活造成的垃圾及水体污
染，如鱼塘排水、港口油污等，改变了
红树林的生长环境，这很大程度上是
造成目前红榄李不再进行繁殖的一个

根本原因。”
为了保护三亚的红树林，目前，三

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已经开展了
一个三亚市红树林的普查项目，预计在
2015年6月之前完成。孟佳烨表示，根
据调查情况，该协会将在2015-2016
年在铁炉港进行红树林的复植工作，其
中也包括红榄李的复植，“不过红树林
栽培需要 4-5年才可以确定是否成
功。”

受人为直接或间接影响，三亚红树林出现退化现象

民间组织计划明年推进红树林复植工作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李佳飞）“4月
开展农民工法律维权、健康体检活动；5月进行走
访慰问，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活动；6月送文艺下
基层，举办‘工会杯’乒乓球赛……”记者今天从海
口市总工会获悉，海口今年自启动“服务农民工
年”活动以来，陆续开展相关活动，为农民工打造
一系列的定制“服务套餐”。

据悉，截至2013年底，海口市农民工总数已达
45.2万余人，解决农民工的入会、培训、维权、帮扶
等问题，成为海口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为
更好地服务农民工，推进城市发展，今年1月，海
口市总工会牵头组织了若干调研组，深入农民工
较集中的重点工程项目工地、工业园区等，对各
区、乡镇对农民工生活工作情况进行调研，要求
各级工会通过开展法律援助、职业培训、生活救
助、医疗救助、助学救助等活动，建立起覆盖全市
农民工的帮扶服务网络，满足服务农民工的多元
化需求。

海口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海
口还将不断健全完善服务农民工的工作长效机
制，广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劳动竞赛、
维权帮扶、法律援助、安全生产以及文化宣传教
育等一系列活动。目前，海口市总工会在龙华
路13号金丽城6楼设有困难帮扶中心，有需要
的农民工可拨打电话66203326咨询。

海口市总工会为农民工
定制“服务套餐”本报八所10月 28日电 （记者黄

能 特约记者高智）记者今天从东方市华
侨农场获悉，东方市政府、华侨农场重视
职工就业问题，想方设法拓宽就业渠
道。近年来，东方市华侨农场在橡胶管
理、芒果岗位、环境卫生及其它方面共增
加上百个就业岗位。

东方华侨农场现有10844人，其中

归难侨1655人，在册职工3024人。近
年来，在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等单
位的支持下，东方市华侨农场积极开
展归难侨危房改造工作，共投入资金
616万元新建和改建侨房71套（户）、
面积 3187 平方米。2012 年，将全场
1114户危旧房全部纳入改造范围实施
改造。

东方华侨农场投616万元
改造归难侨危房71套

10月28日，卫生防疫人员在对明天将复课的万宁市万城镇南坡小学进行环境卫生消毒。
据悉，受强降雨影响，10月26日万宁16所学校因积水严重，存在安全隐患而停课。目前雨

势减弱，市卫生局组织人员及时对水势退去的学校进行环境卫生消毒，为学校复课创造安全卫生
条件，停课学校将根据降雨情况陆续复课。当日，万宁市卫生局、疾控中心、各乡镇卫生院派出
工作人员到全市13个镇区和4个农林场对饮用水、生活用品及外围环境进行消毒，保障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曾觉 摄

水退消杀
保复课 本报三亚10月28日电（记者于伟慧 通讯

员朱文健）今天上午，记者从三亚市住房与城乡建
设局获悉，截至到这个月底，三亚市共完成110余
公里的雨水污水管道工程，新的管道工程投入使
用后，彻底打通了三亚城市的下水道，有效地解决
了三亚雨水和生活污水排放。

三亚市先后投入6.6亿多元，并将该工程列
为三亚市“一号民生工程”，严把工程质量关，铺
设雨污水管道110余公里，涉及市区十余条主
干道。

据介绍，新的排水工程投入使用后，三亚先后
遭受“威马逊”和“海鸥”侵袭，局部地区降水甚至
达到了250毫米以上。经过各主干道的升级改造
完成及雨污分流排放系统的正常运转，三亚主城
区并未像往年一样出现大面积内涝现象，相反道
路排水十分通畅，以往需要3小时才能排完的积
水，现在只需10分钟即可排完。

与排雨水工程同时改造的，还有三亚排污水
的工程，随着三亚红沙污水处理厂和新城污水处
理厂的相继投入使用及污水泵站的建成完工，两
河一湾的污水排放整治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

三亚建成110余公里
雨污水管道工程

广告

本报五指山10月28日电（记者易
建阳 通讯员余军军）五指山市近日出
台了《乡村环境卫生管理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从10月份起，五指山市
给每个村民小组（或农场连队）配备一
名保洁员，市财政统一拨款，每人每月
补贴500元。与此同时，五指山市还在
各乡镇建立环卫管理站，每年拨款30万
元给予各乡镇安排环境卫生整治及垃
圾收运保障经费，逐步实现垃圾收运一
体化。

根据《意见》要求，各乡镇建立环境
卫生管理站，实行定员定岗定编，各环
卫站配备环卫工人6-8名，属市财政非
在编供养人员。各乡镇可根据实际情
况适当聘用临时环卫工人，临时环卫工
人经费保障由各乡镇自行负责。每个

村小组配备1名保洁员（兼职），畅好农
场每个连队配备1名保洁员（兼职），负
责相应村庄（连队）的卫生保洁工作。
每个乡镇建设一座垃圾收集站，毛阳镇
和南圣镇建设垃圾转运站。实现垃圾
收运一体化。

“《意见》的出台，从机构设置、人员
配备、经费保障等方面理顺了乡镇环境
卫生管理关系，在环境卫生治理上，做
到有人管事，有钱办事。”五指山市城管
局负责人表示，从10月份卫生检查情况
来看，各乡镇主要道路以及农村的卫生
状况有较大改观。

据悉，各乡镇环卫工人工资、保洁
人员补贴从今年10月开始发放，各乡
镇环卫运营工作经费从今年7月份起
拨付。

出台《乡村环境卫生管理实施意见》

五指山给每个村民小组配保洁员
每人每月补贴500元

严苛乳品新规下获通过
新西兰咔哇熊品质受赞

今年5月1日，中国执行进口乳品
新规，全面实施对进口乳品境外生产
企业的注册管理。新规表明，国外婴
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只有通过在中
国认定、核准、注册才能向中国出
口。在国家公布的名单中，咔哇熊是
第一批获得注册的新西兰婴幼儿配方
奶粉生产企业。

在被称为“中国最严”洋奶粉进
口新规下，咔哇熊成为首批进入中国
奶粉市场的品牌，彰显了其过硬品
质：在配方上，咔哇熊奶粉按国际权
威的 CODEX 配方标准生产。并且咔
哇熊的智能、体能、视能组合的“三
能”配方，是其一大特色；在包装
上，咔哇熊奶粉包装采用了新西兰非
环氧树脂涂抹技术的罐体，不含塑化
剂；在运输上，咔哇熊婴幼儿配方奶
粉目前继续采用从新西兰原罐原装方
式进口，从新西兰出口到中国入关的
全储运过程被全程监测，让每一罐奶
粉在运输过程中都保持最佳温度。

从咔哇熊的罐体上还可了解到，
咔哇熊的品质已获新西兰官方的认
可。这是因为咔哇熊的每个罐体上都
印有被授权的银蕨标志。银蕨标志是
新西兰对高品质产品的认定标志，代
表着生产环节符合国际和新西兰国家
标准。

新西兰制药级标准生产
独创一罐一码追溯系统

资料显示，乳业一直以来是世界
天然牧场新西兰的国家命脉。长期以
来，新西兰政府对牧场、奶源、乳品
生产等管理和控制极其严格。

咔哇熊乳业是新西兰著名的婴幼
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它的先进技
术，包括了一系列对奶粉各生产环
节的严格管控。据介绍，咔哇熊奶
粉是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最大跨国制
药集团 GMP 的制药级标准生产，制
药标准具体是指在奶粉的生产许可
条 件 、 原 辅 料 把 关 、 生 产 过 程 检
测、检验检测能力以及人员素质条
件等方面以药品生产标准为参照，
把控十分严格。

不仅如此，咔哇熊还有一项独家
专利“一罐一码”，每罐产品包装上
都附有一个产品追溯二维码。消费者
通过扫描奶粉罐上的二维码后，即可
获取该罐奶粉的编号、序列号、产品
批号、进口状态等“身份信息”，确
认真伪。这些信息，还包括外观照和
内部“透视照”。通过“透视照”可
明确判定奶粉足量，罐中没有异物
等。并且在企业内部建立如同飞机的

“黑匣子”的生产视频追溯系统，每
一罐奶粉的录像视频及相关信息都保
存三年，比产品保质期还多一年，做
到了真正的“安全可追溯”。

乳品行业需求增长
恒大乳业计划引发猜想

2014年最新乳品行业报告显示，未
来十年，全球乳制品需求量预计将增长
36%，到2024年达到约7.1亿公吨的液
态奶当量。2013年至2016年间，全球
白奶消费量总量将从约2120亿升增长至
约2230亿升。预计从2018年开始，全
球牛奶需求总量或将超过供给总量。

乳业专家介绍，眼下中国奶源的缺

口很大。恒大收购新西兰咔哇熊乳业，
或将满足大幅上涨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市
场需求。同时也有业内人士表示，通过
收购国外知名乳业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是中国乳企发展产业，在中国建立
自己乳业基地的捷径。据此猜测，咔哇
熊进入中国市场绝不是恒大乳业的终
点，在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后的下一步
后，恒大可能要在国内建设自己的乳业
基地，打造中国自己的民族品牌，进一
步挺进高端奶粉市场。

（张悦）

恒大收购新西兰咔哇熊 或将在中国建立乳业基地
自今年 9 月恒大高调宣布进军乳业后，10 月 26 日，恒大乳业的

首个奶粉品牌终于在中超的绿茵场上揭开神秘面纱——来自新西兰

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品牌咔哇熊。据恒大方面透露，该公司已于今年

9 月收购新西兰咔哇熊乳业，生产咔哇熊婴幼儿配方奶粉。对此业

内相关人士表示，收购咔哇熊乳业是恒大针对中国奶粉市场的一次

试水，在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后，或将在中国建立自己的乳业基地，

打造在中国自己的乳业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