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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贺澜起 实习生俞嘉恒）
海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今天正式
启动。在接下来的一周内，省食安办、
省食药监局等有关部门将举办食品安
全网络知识竞赛、食品安全校园行、食
品安全超市行等一系列活动。

据悉，省食药监局将联合省教育
厅、共青团海南省委开展食品安全校园
行公益行动，组织食品安全科普工作者
和高校科普服务志愿者队伍深入学校，

通过校园公开课、发放科普书籍、现场
竞赛答题等方式，提高食品安全科学认
知水平，增强自我保护意识。6月18日
至7月2日，省食药监局还将联合省商
务厅举办食品安全超市行活动。

除此之外，省卫计委、省商务厅、
省工商局、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省农
业厅、省粮食局、省科协、粤海铁等十
多个部门和企业还将在食品安全宣传
周内，向公众宣传食品安全的相关科
学知识，普及食品安全常识。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 （记者郭景
水 通讯员彭祖金 罗维）记者今天从省
军区招生办获悉，2015年军队院校招收
青年学员和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国防
生准备工作已有序展开。全军10所军
队（武警）院校、全国12所普通高校在海
南省招收262名军校（武警院校）学员和
国防生（其中军校学员186名、武警学员
31名、国防生45名），男生250名、女生
12名，一本240名、二本22名，理科248
名、文科14名，指挥类111名、非指挥类
151名。

各招生院校及招生人数具体如下：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50名，军事经济学
院 13名，军事交通学院 24名，第二军
医大学 35名，第四军医大学 20名，海

军大连舰艇学院14名，海军工程大学
30 名，武警工程大学 8 名（一本 4 名，
二本 4 名），武警警官学院（二本）18
名，武警后勤学院5名，武汉大学4名，
华中科技大学 3名，湖南大学 2名，湖
南师范大学4名，中南大学 5名，中国
政法大学 3名，华南理工大学 2名，广
东工业大学2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4
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名，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4名，南昌大学8名。招
生计划总数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具
体招生计划考生和家长还可登录军队
人才网（www.81rc.mil.cn）军队招生
专栏查询。

省军区招生办表示，今年将继续深入
实施阳光招生工程，加大招生信息公开

力度，确保全程公开透明。同时，全军招
生办公室依托国家教育部阳光高考网
站、军队人才网、中国军网等媒体，公布
了年度招生计划、院校招生章程等信息，
考生可登陆相关网站查询。省军区招生
办将及时在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上发
布权威消息，招生期间还将设置监督举
报电话，接受考生、家长和媒体朋友来电
咨询、监督指导。

省军区招生办提醒，考生做好填报
志愿的准备工作，欢迎有志于献身国防
事业的考生积极填报军队院校和招收
国防生的学校。省军区招生办将积极
为考生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及时在省考
试局网站（ea.hainan.gov.cn）上公布有
关信息。

军校青年学员和国防生

今年在琼计划招生262名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洪宝光）记者今
天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我省高校毕
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将于6月28日进行面试。

根据《2015年海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
计划招募公告》，省“三支一扶”办将于6月28日在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进行面试。省人社厅提醒，面
试人员必须于面试当天上午8时到海南政法职业
学院实训楼候考室报到。8时30分前未到的，视
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报考人员必须凭身份证和
准考证参加面试。面试结束后，省“三支一扶”办
将在省人社厅网站公布面试成绩、面试合格分数
线、综合成绩、岗位排名、岗位调剂安排等信息。

据悉，2015年我省计划招募80名高校毕业
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等工
作。今年招募的高校毕业生将统一派遣到东方、
五指山、临高、定安、屯昌、陵水、保亭、琼中、白沙、
昌江等10个市县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医、支教
和扶贫等工作，服务期限为2年。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洪宝
光）近日，省物价局公布监测数据显示，
5月份，海南旅游消费价格指数（以下简
称海南TPI）同比下降4.64%，环比下降
6.67%。

从同比看，受国内经济增速减缓、
高端旅游消费转型等因素影响，5月份
海南TPI延续去年8月份以来连续10
个月同比下降的走势，下降4.64%。组
成海南TPI的吃、住、行、游、购、娱六大
类指数同比呈3降3涨的态势。从环比
来看，受传统旅游淡季、“中国旅游日”
期间惠民措施等因素的影响，海南TPI
下降6.67%。

今年前5个月，海南TPI累计同比
下降12.94%，累计环比上涨0.25%。

5月份海南旅游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下降4.64%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贺澜起 实习生俞嘉恒）记者
今天从2015年海南食品安全宣传周首
日主场活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省公安
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共开展联合执法30
多次，检查市场、超市、加工作坊、城乡结
合部等重点场所、部位一千多（处）次，出
动警力853人次，侦办制售假劣食品案
件5起，抓获涉案人员7人（其中移送起
诉1人、批准逮捕1人、刑拘5人）。

据介绍，今年以来，省公安厅会同

省食药监局积极推动在全省各市县
（区）食药监局设立联合打击食品药品
违法犯罪协调办公室，提出由各市县
（区）公安机关选派经验丰富的民警进
驻联打办，形成食药犯罪联打常态化。

据介绍，我省公安机关将在抓好
案件侦办的同时，将打击重点向以食
品较为集中的集贸市场、城乡结合
部、超市以及农村肉制品、豆制品、水
产品等集中生产区域延伸，实现打击
食品犯罪工作全覆盖。

本报椰林6月16日电（记者程范淦 通讯员
陈思国）记者今天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获
悉，陵水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公开招聘7名学科骨干
教师和60名特岗教师，进一步补充教师队伍力量。

据了解，陵水面向全国引进学科骨干教师7
名，公开招聘特岗教师60名，其中，7名学科骨干
教师全部入职陵水中学，60名特岗教师分别到农
村学校从事教研教学活动。

陵水教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招聘报名
采用网络方式进行，通过省教育厅网络平台招聘，
不设现场报名。学科骨干教师的报名时间请关注
海南省教育厅网站相关栏目，特岗教师报名时间
定于2015年6月16日至6月18日。关于招聘学
科骨干教师和特岗教师的具体要求请登录海南省
教育厅网站进行查询。

近年来，陵水县委、县政府一直把教育摆在优
先发展地位，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为贯彻落实海
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全面实施
人才强教战略，广泛吸纳全国优秀教育人才，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

陵水公开招聘
骨干教师和特岗教师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罗孝
平）2015海南国际旅游岛青年服务技能
大赛现已正式开始报名。大赛自2013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两届，在大赛的带动
下，累计有2200多名青年技术工人参
加了各级竞赛，共有37名青年技术工人
通过竞赛活动晋升了技术等级。

本次大赛围绕旅游产业要素，选择
中式烹调、景区导游、出租车驾驶、电子
商务师、快递业务员、客房服务等6项具
有代表性的职业类别开展竞赛。参赛对
象面向在海南从事旅游及服务行业，年
龄在40周岁以下（含1975年5月1日以
后出生）的青年，大赛报名时间截止7月
30日。

大赛各参赛项目均设置冠军1名
奖金2万元，亚军1名奖金1万元，季
军1名奖金6000元，优秀奖10名奖金
1000元；设置优秀组织奖10名，表彰
组织、宣传参赛工作突出的市县；设置
优秀团队奖10名，表彰积极组织员工
参赛并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企
业。

除丰厚的奖金外，晋级决赛的选
手凡决赛理论成绩合格者均可获得相
应的职业资格晋升。取得高级职业资
格并在决赛中胜出的各参赛项目第一
名选手将获得“海南省技术能手”荣誉
称号；在决赛中胜出的各参赛项目前
三名可获得“海南省青年岗位能手”荣
誉称号。

活动由共青团海南省委、海南省旅
游发展委员会、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海南省商务厅、海南省邮政管
理局共同主办，南海网协办。

海南青年服务
技能大赛启动

本报营根6月16日电（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李珍）昨天上午，琼中至五指山至乐东高速公路建
设征地（琼中段）工作领导小组在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召开征地协调汇报会。

据介绍，截至6月11日，琼中至五指山至乐东
高速公路建设征地（琼中段）共完成征地界沟约22
公里；需拆除房屋共计9139.61平方米，共211件，
涉及67户，265口人；需迁移坟墓61座；苗木清点
工作已完成2616.74亩，占总清点面积的74%。

会上，琼中副县长吴钟良针对征地拆迁过程
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与各部门负责人进行沟通
协调，并表示在征地拆迁过程中要尊重和保护群
众利益、更要依法依规办事，坚决杜绝违法违规行
为。据悉，下一步将进一步完成青苗及地上附属
物的清点、公示和复核工作，并签订青苗协议和土
地拆迁协议，同时做好制定补偿协议等相关工作。

琼乐高速（琼中段）征地
苗木清点已完成七成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马胜杰）记者今天从海南电
网获悉，儋州供电局牵线南网综合能源
有限公司义务对企业高能耗项目进行
节能减排改造，近五年来，每年至少要
为6家大企业进行能耗诊断，目前共为
管辖范围内的儋州、洋浦、昌江、东方等
地的30余家大企业完成能耗诊断，为企
业节约成本累计达1000多万元。

今年3月，经过儋州供电局的诊断
和实地考察，促成南网能源公司为海之
星水产食品、海南金海纸业两家企业分
别建起了光伏发电设备。企业提供场
地，南网能源公司免费提供发电设备和
技术支持，双方通过企业用电优惠和多
余电量上网的方式来实现互利共赢。
南网能源公司在海之星水产食品公司
的厂房顶上建起了光伏发电设备，该设
备由13440块发电板组成，总装机容量
为3.4MW，该设备除了满足企业自身
的用电需求外，每月还有24.5万度的余
电上网。

儋州供电局为企业节能服务

5年为企业节约
成本千余万元

本报那大6月16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
者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 王家隆）骄阳似火，儋粽情
浓。今天，在西环高铁儋州段施工现场，儋州市委
市政府派专人为建设者送来50箱粽子。顿时，工
人们用一双双粗糙而厚实的大手，鼓出了雷鸣般
的掌声。

“随着西环高铁的建成运行，必将对儋州、对
海南的跨越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建设者以热情和
汗水，创造出了高速度、高质量、高标准，我们在端
午节到来前夕，送来制作工艺细致、味道鲜美的儋
州粽子，向建设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受儋州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委托，儋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林满
欢到建设工地慰问，并为工人们送上一盒盒刚刚
生产出来的儋州粽子。

西环高铁儋州段洋浦站工人陈坤田说：“中华
传统节日端午节快到了，儋州市委市政府领导没
有忘记我们一线的工人，我们很感动！”中铁七局
新建海南西环铁路三标党工委书记黄海阔表示，
将带领工人进一步加快建设，确保年底通车。

端午送祝福 粽香情意浓

儋州为西环高铁
建设者赠粽子

我省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28日面试

一、调整了报考对象条件。从

今年起，报考军校和国防生的考生最
低报考年龄均不得低于17周岁、不超
过20周岁（截至报考当年8月31日）；
从今年起，取消普通高中往届毕业生
报考限制，符合条件的普通高中应
届、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

二、调整了部分院校的划线类

别。除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
2所武警院校的指挥类专业（共计划
招生22名）为二类本科，其余军校（武
警院校）和国防生招生计划均为一类
本科。

三、调整了政治考核时间。今

年起，有报考军校（武警院校）和国防
生意愿的考生，在高考结束后领取

《政治考核表》，填报个人信息并报送
县级人民武装部，县级人武部按规定
做好政治考核工作。

四、明确了军检结果查询及复议

（复检）程序。面试不合格者，考生可
现场提出复议，由省军区招生办组织
面试复议组对申请面试复议的考生
进行复议。对体检结论有异议的考
生，可提出复检，由省军区招生办根
据规定组织复检。

图为儋州市政府派人为西环高铁儋州段建
设者赠送粽子。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李佳
飞 许春媚 通讯员龙泉）“现在农村干
净多了，以前垃圾乱丢，路上全是泥巴，
下雨都出不了门，现在每天有人清扫，
看不到什么垃圾啦！”今天上午，海口市
琼山区云龙镇云龙村委会白水湖村，71
岁的保洁员吴泽雄一边扫地，一边高兴
地对记者说。

为建城乡清洁和城市管理长效机制，
今年5月以来，海口市云龙镇开始进行镇
村保洁外包试点，以每年350万元的外包
资金，将镇环卫工作由原先环卫站负责
制，转变为农村专业合作社承包模式，在
镇市政服务中心的监管下，通过市场化的
运作模式，开展全镇范围的清扫保洁工
作。试点一个多月以来，反馈良好。

“以前我们镇政府在保洁工作中既

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而环卫站在运行
中由于‘大锅饭’工作模式部分人员的积
极性不高，导致了工作的成效不明显。”
云龙镇镇委委员李锐告诉记者，就是为
了打破这种僵局，云龙镇创新了管理模
式，将全镇的环卫工作打包，引入农民专
业保洁合作社进行市场化运作，“目前看
来不错。与以前对比，镇里花了几乎同
样的经费却得到了不一样的服务。”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市场化的运
作方式，一定程度上确实激发了基层保
洁的活力。承包这项任务的海口启利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陈启利告诉记者，
为了刺激合作社及社员们的工作积极
性，镇里出台了相关的的奖罚措施，拨
付的运转经费中划出10%做为利润点
和5%做为资金，干得好年底就全部发

放给合作社，干得不好就要逐项扣除，
“今年已经被罚了两次扣了 4000 元
了。”陈启利有点郁闷，不过仍干劲十
足，因为“在利润和资金的激励下，现在
我们的社员从以前的被动劳动转变为
我要劳动，积极性很高，相信以后会干
得越来越顺手”。

除了引入农村保洁专业合作社外，
云龙镇还向海口市交警支队争取了3
名下派交警，并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聘请了金鹰公司的协警9人，在云龙镇
城管中队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城管+交
警+协警”的管理体系，同时还把责任体
系落实到了全镇每个干部的头上，进行
全方位的环境整治。

在云龙镇墟，一辆辆整整齐齐地摆
放在规划线内的摩托车、汽车、电动车，

以及规规矩矩不占道经营的店面就是
这一新管理体系的成果。龙泉茶园老
板林文颇有感触：“现在卫生好了，车辆
也不乱停乱放了，门口整洁多了，客人
更愿意来了。”目前，云龙镇镇墟划设了
1099个电动车停车位、600个小车停车
位，引导市民按线停车。

海口市琼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根据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
阳5月19日调研云龙镇时提出将云龙
打造成为城乡清洁样板镇的指示精神，
云龙镇快速反应，“马上就办”，将城乡
清洁工作作为践行“三严三实”的重要
内容，已分段分片区将整治责任落实到
党支部，在确保垃圾不落地的同时强化
综合整治，建立了云龙城乡清洁和城市
管理的长效机制。

海口云龙镇引入农民专业保洁合作社，探索城乡清洁和城市管理长效机制

保洁外包 扫除环卫“顽”疾

今年军校青年学员和国防生招生有四项变化

我省启动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将举办食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

食药监和公安部门联合打击食品药品犯罪，今年来——

侦办制售假劣食品案件5起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当前，海南餐饮业承受着一定的经
营压力，而高星级酒店餐饮业所承受的
压力更重。然而，记者在连续几天的采
访中发现，三亚尤其是海棠湾的多家高
星级酒店正在积极发展餐饮新业态，通
过较为亲民的价格，更为本土化的搭
配，吸引客流，形成新的赢利点。

来自海棠湾 5 月的旅游数据显
示，该湾区酒店客房收入4967万元，
餐饮收入达2940万元，约为客房收入
的59%。而包括三亚香格里拉度假酒
店、天房洲际酒店、海棠湾喜来登酒
店、海棠湾威斯汀酒店等在内的众多
一线海景酒店的餐饮收入均已超过客

房收入的一半。
33种特色粤式点心随便吃，每人

仅98元，这是海棠湾威斯汀酒店粤式
周末早茶的价格。“产品套餐每周末推
出，每周都有70%-80%的上座率，许
多市民特地带上家人享受周末轻时
光。”海棠湾威斯汀酒店市场传讯部经
理孙鸥说。

更为接地气的餐饮价格，将住店客
人留在店内用餐，吸引当地市民进店消
费，成为三亚许多高星级酒店餐饮业发
展的重要抓手之一。通过餐饮业的发
展，逐渐降低单一的客房收入，亦是三
亚高星级酒店重塑竞争力、力促转型升
级的重要方式。

品尝着用番薯、香蕉等本地食材制

作的天然薯片，游客孙传迪不停地点
赞。在他的桌面上，海南特色食材随处
可见，既有当地野生的鹿舌菜、特色海
鲜制作，也有味美地道的椰子鸡汤。

“我们鼓励厨师积极选用当地食
材，以本土美食增加客人的旅游体验。
最近酒店推出的‘自然天成’套餐，食材
必须来自本地农、渔业和无化学添加剂
的产品，旨在支持原产地产品和本地商
家的负责任食材。”三亚香格里拉度假
酒店总经理程日中透露，该酒店将餐饮
作为酒店特色的一部分，以本地化撬动
食客味蕾。

天房洲际度假酒店打造全中国唯
一的海底餐厅，预定位置至少提前一
周；亚龙湾喜来登酒店大胆启用海南本

地大厨，烹饪特色海鲜盆菜，让室外自
助餐时刻保证味感不变；亚龙湾红树林
酒店别具匠心设计稻草农庄，种植海南
本土果蔬，随时供客人享用……目前，
在三亚高星级酒店中，类似的设计不胜
枚数，目的只有一个，全面深挖餐饮消
费大市场。

三亚旅游业内人士认为，客房收入
目前仍是酒店的重要收入，随着国内外
旅游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高性价比的
酒店产品将成为主流。只有逐步降低
客房收入比重，让餐饮收入和娱乐收入
等综合收入成为酒店收入的重要组成
部分，才能增强三亚旅游的吸引力，酒
店也能保持高效益的可持续运转。

（本报三亚6月16日电）

三亚高星级酒店逐步降低客房收入占比，大力提高餐饮收入

本地美食+亲民价格 打造餐饮新业态

6月16日，2015食品安全宣传周海口市龙华区分点在国贸茶叶经营示范街举行宣传活动。当天，海口全市四个分会
场同步开展主题为“尚德守法，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法制化水平”的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