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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南省委日前决定：陈笑波同志任中共
文昌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副厅级）。

中共海南省委决定

陈笑波同志
任文昌市委书记

新华社雅加达1月10日电（记者周檬 哈尼夫）
印度尼西亚搜救人员10日下午将失事亚航客机机尾
残骸打捞出水，现正运往庞卡兰布翁接受检查，目前尚
不清楚黑匣子是否仍在机尾内。

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一块带有亚航公司商
标的巨大红色机尾残骸在浮力气球牵引下，漂浮在海
面上。数名潜水员乘小艇靠近并用钢索绑定机尾，钢
索另一头的搜救船只随即缓缓将残骸拖曳至甲板。

位于庞卡兰布翁的搜救官员苏普里亚迪在电话中
告诉新华社记者，目前尚未接到搜救船只方面的通知，
不清楚黑匣子是否仍在机尾内部。搜救船只将把机尾
残骸从该海域运送至庞卡兰布翁指挥部。当地媒体
称，运输过程预计将耗时7至10小时。

2014年12月28日，亚航一架由印尼泗水飞往新
加坡的QZ8501航班在爪哇海域坠毁，机上载有162
人。截至目前，已打捞起48具遇难者遗体。

失事亚航客机机尾残骸
被打捞出水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洪宝
光）从今年元旦起，各种恶性肿瘤、慢
性肾功能衰竭、高血压病、糖尿病等24
种特殊疾病将纳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
特殊疾病管理。这是记者今天从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的。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印发了《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
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

《办法》将24种疾病纳入基本医
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管理。只要参加

了我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
人员（以下简称参保人），所患疾病在
该办法规定的门诊特殊疾病病种范围
内，均可申请办理门诊特殊疾病，享受
规定的门诊特殊疾病待遇。

据悉，对病情相对稳定，需长期在
门诊治疗并纳入我省城镇从业人员基
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基本医疗保
险”）统筹基金及公务员医疗补助支付
范围的慢性或重症疾病的称门诊特殊
疾病。

享受门诊特殊疾病待遇参保人所

选择的定点医疗机构，原则上一年内
不予变更。因居住地迁移、病情需要
等原因确需变更的，持已认定的《海南
省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认定
表》，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医保部门
办理变更手续。

享受门诊特殊疾病待遇参保人如
因病情需要当月住院治疗的（泌尿系
统震波碎石治疗除外），住院期间不能
享受门诊特殊疾病待遇，其当月门诊
特殊疾病待遇为：月定额标准按自然
月天数平均，扣除住院天数，剩余天数

总金额即为当月应享受门诊特殊病种
医疗保险待遇金额。住院前已取药
的，在出院次月定额中扣除相应的天
数金额。

异地居住参保人享受门诊特殊待
遇的，由本人先行垫付医疗费，于一年
内持发票和费用明细到社保经办机构
办理报销手续。所提供的发票和费用
明细须按月开具。

参保人享受两种门诊特殊疾病待
遇的，在其中最高一种疾病定额标准
基础上增加200元。

我省出台新规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

24种疾病可享医保门诊特殊疾病待遇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 李启燕 黄良策 曾觉

300多米高的牛庙岭，连绵起伏，山
峦流翠。隔着老爷海一段小小的海湾，万
宁市东澳镇龙保村和新村的乡亲们抬头
就能看到它。无数次，刘运荣也会怅望
着它，想想登高望远，俯瞰身边的热土。

在望山兴叹几十年后，如今他终于
魂归这里，可以永远注视着他的家乡和
学校。

送他上山的，有6艘渔船，26个花
圈，还有2000多位乡亲。这是非同一般
的“礼遇”。按照当地渔船送葬的传统，
两艘船就够了；龙保村和新村的群众说，
他们从来没见过规模如此壮观的葬礼。
那一天，6户渔民主动把渔船献出来，经
过1.5公里长的水道，把他的骨灰从家里
送到山上。2000多位村民，还有从外地
赶过来的曾经的学生，都前来送他最后
一程，山上山下泪花纷飞，哀思无尽。

“人心都是肉长的。”对这位拖着残
腿在讲台撑了34年，病危关头念叨的
还是学生的校长，村民们用这一最朴素
的方式，表达他们最深切的敬意。

站着讲课有激情，一条
腿撑累了也不愿坐下

在给刘运荣送葬的时候，他的妻子
容阿郎特意给他搭上了一件裤子。裤
子的右边口袋里还积着不少的粉笔灰，

口袋上沿有些发白，这是洗不去的痕迹。
容阿郎说，一般的教师不会有这样的“积
累”，因为这与一个特别的姿势有关。

1959年，刘运荣出生在新村，此后
不久就患了小儿麻痹症，致使左腿萎
缩。“他不能尽情地玩，这促使他把心思
都花在学习上。知识给他的世界打开
了一扇窗。”刘运荣的好友、与他小学中
学均为同学的崔林山说，这是促使刘运
荣萌生教书育人梦想的动因之一。

刘运荣选择三尺讲台，从理想的角
度讲很美好，但从工作的角度讲，却不
是一个好的选择。“一个瘸腿的人选择
了需要站着的职业。”崔林山说。

龙保小学位于龙保、新村两村之
间，村里小孩大多在这里接受最初的启
蒙。刘运荣没有在这里受教，但却选择
回来这里执教。他的想法很简单，教起
乡亲们会感觉更亲切些，而且当时村里
人认为读书无用的思想还很严重。

1980年秋季，高中刚毕业的刘运
荣在孩子们异样的眼光中一瘸一拐走
进教室。由于左腿萎缩，走路时他只能
靠正常的右腿使力，左手得放在裤兜里
用力掐左边大腿才能支撑身体平衡。
才十多厘米高的讲台台阶，他要迈上去
却很吃力。

1988年嫁给刘运荣后，容阿郎在
给丈夫洗衣服时经常发现一件“怪事”：
他裤子的右边口袋老爱吃灰，一次两次
能洗干净，多了就不行。她有点埋怨丈
夫不顾及她的感受。直到有一次她亲

眼看到刘运荣上课的场景，才理解了
他：他在黑板上写字时，得左腿往左伸，
用右腿撑着身体，形成稍显夸张的“稍
息”姿势，这让他的右腿直接处于写字
的右手下方，因此粉笔灰直往右口袋
掉。看到这一幕，容阿郎心里直发酸。

“其实很多时候他不用站着，但他
说站着讲有激情，能感染学生。”龙保村
村干部王少华说，如果右腿撑累了，他
就手抓台案以免摔倒，下课赶紧回屋拉
把椅休息。“但实际上他不知摔了多少
回。许多动作我们做起来一点都不难，
但对刘运荣来说非常吃力，而且一直做
了几十年！”

两次调到镇上的机会，
都被他一口回绝

1998年起，刘运荣开始担任龙保

小学校长。2007年，东澳镇对全镇小
学进行撤并。这时，身为东澳镇中心
小学校长的崔林山和刘运荣的妻儿、
同事都劝他把握机会往镇上调动，让
生活更便利些；或者准备凭残疾人的
身份提前退休。此后他确实有两次调
动的机会，但都被他一口回绝。“我觉
得父亲太不容易，因此拼命劝他，反而
把关系搞得有点僵。”刘运荣的大儿子
刘名文说。

还是经常跟刘运荣推心置腹的崔
林山了解他的心声：“他跟我说，他在龙
保呆了近30年，有感情，放不下，要教
到不能教为止。”

最让他放不下的，还是经常发生的
学生辍学问题。1997年9月，开学两
天他就发现他所教的六年级女孩王峡
不见了。他想都不想就知道了原因：王
峡一家就住学校附近，家里一共有5个

小孩都在这个学校读书，一定是家长撑
不住了。

他立即上门找孩子的家长王光
雄。王光雄说，王峡是最大的孩子，还
是把机会给后面4个吧，况且她还是个
女孩，女的读书有什么用？不如在家干
点活。刘运荣说，女孩男孩都一样，不
能偏心委屈了任何一个，现在就回家干
活能做啥？这是对她人生的不负责任！

“我有点动摇，但也没答应。他又
来了第二次，这次他目光直直地看我
说，是钱的问题吧？你不要担心，我给
你垫着。”王光雄回忆道，“那个时候
300块钱的学费挺多的。”

就是这一次家访，改变了王峡的命
运。此后她考上海南省卫生学校，现在
在省中医院工作。这次给刘运荣送葬，
她专门从海口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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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市龙保小学校长刘运荣腿部残疾却坚守讲台34载，去世前仍带病教书

一条残腿站稳三尺讲台

1月10日，在儋州市新州
镇攀步村，几个小孩看着新引
进的自来水，开心得合不拢
嘴。

攀步村共有539户人家
3680 人，由于种种原因，村
民一直无法喝上安全卫生的
自来水。近日，该村在城乡互
联帮扶单位帮扶下，从儋州市
新州自来水厂引入干净卫生
的自来水，解决了村民喝水难
问题。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放心水来了
孩子乐开花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杨谦）近日召开的全省国资
国企规划发展工作座谈会透露，“十二
五”期间，全省国资国企紧紧抓住国际
旅游岛建设的大好机遇，抓改革、促转
型发展，国有经济规模迅速壮大，省属
国有资产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国企
活力和影响力有所增强。改制工作进
入收尾阶段，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持续
推进，资本运作能力有所提高。

截至去年11月底，省属和市县属

企业共449户，资产总额2891.9亿元，
同比增长11.4%；净资产1278.7亿元，
同比增长14%；资产负债率55.5%，同
比下降1个百分点。其中：省属企业资
产总额1196.5亿元，与“十一五”末期
相比增长119%；净资产680.9亿元，与

“十一五”末期相比增长103%。
国有经济规模迅速壮大，得益于近年

来我省不断推出的深化国企改革举措。
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改组和资产重组要求，近年

来通过重组整合，全省国资委系统先
后实施了金城公司和林业总公司资产
资源的归并整合，组建金林集团，突出
农林主业，从更大范围探索发展热带
农业和林业生态产业的盈利模式；将
庞龙公司及原托管的医药总公司等3
家企业一并委托华盈公司管理；将海
南发展控股与水电集团进行重组整
合，突出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除了海南发展控股成功重组整合
水电集团， 下转A02版▶

深化改革措施成效彰显

省属国企资产总额超千亿元

刘运荣老师一瘸一拐地走远了，
他带着深情与不舍，离开了他坚守 34
载的讲台，离开了他一直挂念的学生
们，离开了他所挚爱的乡村教育事
业。刘老师的事迹，让我们充满感动、
无限动容。

身躯虽然瘦小，精神 却 无 比 伟
岸 。 对 刘 老 师 来 说 ，残 疾 压 不 垮

他，清贫吓不住他。在艰难和寂寞
的 岁 月 里 ，他 勇 克 生 理 缺 陷 ，用 残
障的躯体搭起村里娃的人生阶梯；
他甘守一方讲台，用深沉的爱传递
最 质 朴 的 人 生 价 值 。 他 的 执 着 和
坚守，让多少贫苦家庭的孩子改变
了命运。

海南山区较多，不少乡村还比较落

后。像刘运荣老师一样默默操劳、无私
奉献着的乡村教师还有很多。可喜的
是，这些年乡村教学条件得到大幅提
升，教师们的生活状况也得到明显改
善。但这还不够，需要给他们更多关
心，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心理，
关心他们的健康，让他们真正成为这个
时代最受尊敬的人。

用爱传递最质朴的人生价值

18 强直性脊柱炎

19 肾病综合征

20 硬皮病

21 运动神经元病

22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23 血友病

24 原发性青光眼等

1 各种恶性肿瘤

2 慢性肾功能衰竭

3 器官移植术后

4 脑血管意外（脑梗塞、

脑出血）后遗症

5 帕金森氏综合症

6 高血压病

7 糖尿病

8 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9 精神病（阿尔茨海默病、脑血管所致精神障

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躁狂

症、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焦虑症、强迫症）

10 结核病

11 泌尿系统震波碎石治疗

12 肝硬化

13 系统性红斑狼疮

14 心脏病（风心病、高心病、

肺心病、冠心病）

15 血管介入治疗术后

16 心脏瓣膜置换术后

17 重症肌无力

种
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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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单憬
岗）记者今天从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
司获悉，白沙门污水处理厂（一期）升级
改造工程已通水试运行，标志着这一环
保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正式运行后，海
口白沙门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可达国
家一级B标准，海口近海水域的海水将
更洁净。

白沙门污水处理厂一期升级改造
工程是实现全省“十二五”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终期目标的省市重点项目。

据悉，该升级改造项目于2014年3
月开工建设，建设用地约31.6亩。该工
程在原AB法前段处理工艺基础上，增
加曝气生物滤池（轻质滤料）污水处理
工艺，尾水采用紫外线消毒，并通过排
海管道排入深海。同时，对进水、污泥
等处理装置实行密封处理，抽取污水臭
气，进行处理后排放，改善了周边居民
的生活环境。

海口白沙门污水厂
升级工程试运行
出水水质有望达国家一级B标准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邵长春 梁振君）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11部委
近日联合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下称《试
点方案》），确定了64个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名
单，儋州市成为我省唯一入选的县级市试点。

《试点方案》提出，综合考虑申报地区的工作基础
和试点工作方案，兼顾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
城市（镇），最终确定了64个试点地区名单。具体包括
江苏和安徽2个省，宁波、大连和青岛等3个计划单列
市，石家庄、长春、哈尔滨、武汉、长沙、广州等6个省会
城市和重庆市主城九区，吉林省吉林市等25个地级市
（区、县），海南儋州市等25个县级市（区、县），以及浙江
苍南县龙港镇和吉林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等2个建制镇。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推进新型城镇化工
作，专门成立了海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
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组织编制了一系列配套文
件，积极推进特色风情小镇建设，并将申报国家新型城
镇化试点作为我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工作之一。

据了解，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的主要任务是：建立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多元化可持
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
索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
式；结合创业创新、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绿色低碳等方
面发展的要求，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全国提
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儋州入选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名单
为我省唯一入选的试点地区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邵长
春）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
到，海南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一体
化工作平台近日成功实现与住房城乡
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
系统中央数据库的实时对接。目前我
省 8094 条注册人员、381 条企业、
18373条工程项目数据均已接入中央
数据库。

该平台打破了部门和区域的“藩
篱”，有效避免“信息孤岛”的出现，构建
全省“一盘棋”监管格局。工程项目建
设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项目经理、监理人
员、行政审批人员、现场监督人员等，都
将与项目的环节一一绑定，责任到人。
通过采集并保留重要环节和关键点的
多元信息，实现工程生命周期内的质量
责任绑定和可追溯。并通过强化诚信
管理，全过程记录企业和人员的良好行
为或不良行为，依托诚信评价体系综合
评分，定期对社会公布，改变以往“重审
批、轻监管”的格局，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增强市场活力。

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一体化
平台成功对接中央数据库

我省建立健全
建筑行业诚信体系

亚洲杯首战

国足一球险胜沙特

首名女潜航员学员
搭乘“蛟龙”号下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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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连环袭击案
3名劫持者被击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