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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进群体

（一）勇斗抢匪的英雄兄弟黄光跃、黄光祥、黄
光振

黄光跃，男，汉族，1988年7月出生，初中学历，
自由职业，2014年1月被海口市授予“海口市见义
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黄光祥，男，汉族，1983年11月出生，初中学
历，自由职业，2014年1月被海口市授予“海口市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黄光振，男，汉族，1994年6月出生，初中学历，
自由职业，2014年1月被海口市授予“海口市见义
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2年12月18日23点左右，家住海口市琼
山区府城镇桂林下路的黄光跃正在房间上网，突
然听到楼下的柳女士大喊：“有人抢劫，救命啊！”
黄光跃从窗户看到两名抢匪正在逃跑，立即与听
到求救声的黄光祥和黄光振兄弟下楼追赶两名抢
匪。当追到琼州大道魅力100KTV公车站时，看
见抢匪正准备乘坐摩的逃跑，黄光跃便大喊：“那
两人是抢匪”。摩的司机听到后便拒绝载运抢
匪。这时丧心病狂的抢匪突然从身上掏枪朝黄光
跃开枪。为了不让抢匪再次开枪伤及周围群众，
黄光跃不顾自己的安危，使出浑身解数，将抢匪紧
紧抱住，迅速将枪夺下，黄光祥和黄光振随后赶到
帮忙将该名抢匪按住制服，另一个抢匪仓皇逃
跑。黄光跃因左侧腹部被枪击中流血过多而昏
倒，后被送医院抢救康复。

（二）来琼实习研究生智勇救人——王汝华、
宫殿凯、高齐、袁经天

王汝华，男，汉族，1989年3月出生，研究生硕
士学历，天津科技大学学生，2014年3月被三亚市
授予“三亚市见义勇为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宫殿凯，男，汉族，1989年7月出生，研究生硕
士学历，党员，沈阳农业大学学生，2014年3月被三
亚市授予“三亚市见义勇为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高齐，男，汉族，1986年10月出生，博士研究
生，党员，沈阳农业大学学生，2014年3月被三亚市
授予“三亚市见义勇为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袁经天，男，汉族，1981年11月出生，大专学
历，党员，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2014年3
月被三亚市授予“三亚市见义勇为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

2014年2月20日，海榆东线亚龙湾往三亚市
吉阳镇方向田独一桥附近，四车连撞，其中一辆装
满石子的重型卡车仰面朝天坠入河中。柴油泄漏，
车门变形卡死，湍急的水流不断涌入驾驶室，司机
生命危在旦夕。正在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试验
田做实验的天津科技大学学生王汝华目睹了这一
切，来不及多想立即冲出田地，与宫殿凯、高齐、袁
经天三名同事立即赶到事故现场。由于车门严重
受损变形，任凭几人使出了全身力气，车门还是纹

丝不动，困在车内的司机手脚被卡住，也无法提供
帮助。后来，王汝华找一根铁棍，在众人的配合下
用力插入门缝，拼尽全力撬开了一丝缝隙，但水中
无法发力，车门还是无法打开。情急之下，王汝华
等人爬上了车身，将车门踹开，终于把司机救了出
来。在伤者被及时赶到的救护车送往了医院后，满
身油污、手脚已被划破流血的王汝华和同学拖着疲
惫的身躯，默默地离开了现场。

（三）打工仔勇救溺水夫妇——李健强、符礼所
李健强，男，黎族，1988年10出生，专科学历，

待业，2014年8月被儋州市授予“儋州市见义勇为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符礼所，男，汉族，1998年2月出生，初中学历，
工人，2014年8月被儋州市授予“儋州市见义勇为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14年2月18日下午约5：30分，在烧烤店工
作的李健强正在安排工作，准备开店营业，突然看
到店旁边的松涛水利沟岸边围了很多群众，李健强
出于好奇，就与员工符礼所一起跑了过去，看到水
利沟里一名妇女正在挣扎，随着湍急的水流在水里
忽隐忽现，眼看就要沉下去了，情况非常紧急，围观
的群众没人敢下水施救。李健强一看急了，二话不
说，立即跳进冰冷的水里向溺水妇女游去，符礼所
也随后跳了下去。等两人游到落水妇女身边时，一
把勾住落水妇女的脖子，慢慢的往岸边推拉，但是
水流太急，水利沟边也没有可攀爬的地方，最后，在
岸边热心群众的帮助下，溺水妇女终于被拉回岸边
获救。李健强、符礼所挣扎着回到岸上时，听到围
观的群众说水里还有一人，两人顾不上休息，转身
就又跳进水里，但寻找了一段时间，最终也没找到
另一名落水人员。

（四）激流中托举溺水儿童——黄秀高、潘燕
青、陈二多

黄秀高，男，壮族，1968年9月出生，党员，高中
学历，个体户，2014年8月被儋州市授予“儋州市见
义勇为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潘燕青，女，壮族，1975年2月出生，高中学历，
个体户，2014年8月被儋州市授予“儋州市见义勇
为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陈二多，男，汉族，1976年10月出生，小学学
历，个体户，2014年8月被儋州市授予“儋州市见义
勇为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14年3月5日17：10分，家住那大城区万宝
路的李文宏小朋友和往常一样，与小伙伴们相邀到
东坡路北段的松涛水利干渠边玩耍。因跑到堤边
捡球的时候，不小心脚下一滑落到了水里。见到李
文宏掉进水里，小伙伴们惊慌的往家里跑，边跑边
叫大人来救人。黄秀高骑摩托车带着妻子潘燕青
路过，听到小孩子们呼喊，立即刹车，将摩托车撇在
一边，对妻子说了声“快打电话报警”，便毫不犹豫
地跳进了水里。黄秀高很快就游到了李文宏的旁
边，并紧紧抓住他的手臂，慢慢拖向岸边。但是由
于水渠的堤坝长满了青苔，脚底一直打滑，黄秀高

一直没能把李文宏托上来。这时，打完110报警
电话的妻子潘燕青十分焦急，跑到路中间使劲挥
手叫喊：“救命啊，来人……”。正准备回家的陈二
多听到呼喊，看到了水里一直爬不上来的黄秀高
和李文宏，二话不说迅速跳进水里帮助救人。两
人合力将李文宏往堤坝上托，因为水急堤滑，不仅
小孩子没托上来，水里的三人还面临着被水冲往
下游的危险。危急中，黄秀高让陈二多爬上堤坝，
找树枝拉上岸，接到树枝后，凭陈二多一人的力气
还不足以把他们俩拉上岸来。妻子潘燕青跑回来
了，后面还紧跟着一名妇女，她们都牢牢地接住了
陈二多手中的树枝。附近的群众也纷纷跑过来，
伸出他们的援手，终于将黄秀高及李文宏一起拉
上岸。

（五）勇救落水游客的学生群体——郑栩、董和
嘉、秦岭

郑栩，男，壮族，1996年12月出生，团员，清华
大学附属实验学校高二（14）班学生，2014年9月被
陵水县授予“陵水黎族自治县见义勇为先进群体”
荣誉称号。

董和嘉，男，汉族，1997年5月出生，团员，清华
大学附属实验学校高二（14）班学生，2014年9月被
陵水县授予“陵水黎族自治县见义勇为先进群体”
荣誉称号。

秦岭，男，汉族，1997年5月出生，团员，清华大
学附属实验学校高二（14）班学生，2014年9月被陵
水县授予“陵水黎族自治县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
誉称号。

2014年1月24日13时许，北京清华大学附属
实验学校在校高二学生郑栩、董和嘉和秦岭三人
从北京结伴来到陵水县清水湾海滩游玩。正当他
们尽情玩得起劲时，忽然听到一位中年男子大声
疾呼：“有人落水了！”他们三人快步向呼救的中年
男子的方位跑去。当获悉是一名老人（袁贵嘉）和
一名小女孩（袁翊珊）被海浪卷走，远处隐约可见
小女孩扑腾的双手时，郑栩、董和嘉和秦岭三人二
话没说就朝着小女孩落水的方向奋力游去。因为
海浪不断的上涨，给施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郑
栩、董和嘉和秦岭三人从未放弃人命关天的救人
信念，团结协作，奋不顾身的搜救，1米、2米……
越来越近那双时隐时现的双手，终于他们将孩子
揽入怀里，凭借着记忆里水中正确的救人姿势，最
终，郑栩、董和嘉和秦岭三人齐心协力将小女孩从
无情的大海里稳稳救起，紧紧地从背后将女孩护
在怀中。他们三人将救起的小女孩从汹涌的海浪
中平安送到沙滩上，并对小女孩实施急救，从死亡
线上救回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回到岸边他们知道
小女孩的爷爷还在水里，只是老人的身影早已消
失在大海中，他们三人稍作调整身体后，迅速地向
远处的摩托艇发出大声的求救呼叫，希望海里的
摩托快艇能加入救援。经过努力，快艇终于在出
事海域内的海面上寻找到溺水老人，但老人的脉
搏已停止了跳动。

（六）勇救被困群众的干部群体——陈荣光、梁
世文、王棉吉、黄子玮

陈荣光，男，黎族，1986年6月出生，党员，高中
学历，昌江县十月田镇保平村委会干部，2014年10
月被昌江县授予“2014年度昌江黎族自治县见义
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

梁世文，男，黎族，1973年4月出生，党员，初中
学历，昌江县十月田镇保平村委会干部，2014年10
月被昌江县授予“2014年度昌江黎族自治县见义
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

王棉吉，男，黎族，1966年5月，预备党员，初中
学历，昌江县十月田镇保平村委会干部，2014年10
月被昌江县授予“2014年度昌江黎族自治县见义
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

黄子玮，男，黎族，1985年6月，预备党员，大学
学历，昌江县保平派出所干警，2014年10月被昌江
县授予“2014年度昌江黎族自治县见义勇为先进
群体”荣誉称号。

2014年7月18日“威马逊”台风登陆海南，给
昌江带来了大面积降水，雨量之大历史罕见，排
洪大水溃堤，造成石昌公路保平段路面被大水阻
断。台风当晚保平村“两委”干部在支部书记陈
荣光带领下，正在村内转移受灾群众。晚上10点
30分左右，接到保平派出所来电话说是在村西边
石昌公路有人被大水冲走，陈荣光立即安排一部
分干部继续转移村内的受灾群众，自己带领梁世
文、王棉吉等几名干部带着绳子等救援工具赶往
事发现场。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水流湍急，加
上狂风暴雨，能见度很低，给救援工作带来了很
大的困难。在陈荣光带领下，梁世文、王棉吉两
名村干部和一名保平派出所干警黄子玮4人组成
了救援小组下水救援。他们4人毅然头顶照明灯
和手持电筒一遍一遍的搜寻，同时他们边走边对
着漆黑的夜呼唤“喂，有没有人啊，我们来救你们
啦！”，却一直无人回应，在他们认为没有生还者
的时候，听到远处传来几声微弱的声音“我在这，
救我。”顺着声音找过去，他们发现了一名抓着一
棵树苦苦坚持求生的受困者。他们想过去，可附
近道路都被洪水冲刷掏空，并有暗沟，在危及关
头陈荣光想起了前面有块农田地势较高，可以绕
到离受困者最近的位置。走近后，梁世文见受困
者比较虚弱，并一直在竭尽全力发出求救声音，
在他们的齐心下，王棉吉把绳子绑在自己的鞋子
上使劲向受困者丢了过去，受困者也使出所有力
气接到了绳子，把绳子绑在自己身上，由他们4人
在用力拉拽，最后顺利救出了这名受困者。在将
县工会干部李仁坚救出后，离第一次救援地300
米左右的水田地里又发现另外的两名受困群众，
陈荣光、梁世文、王棉吉、黄子玮等4人立刻转身，
顾不上休息，又下到水中开展救援，这时候的风
雨更加猛烈，将绳子绑在自己身上，由其他人在
原地拉住绳子，顺着田埂的边缘游到被困者身边
把被困者救了上来。

拟授予第十二届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先进群体人选名单和主要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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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业主为：海口市妇幼保健

院；招标代理：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施工标：医疗保障大
楼工程（施工标），建设地点海口市白龙乡中丹村（攀丹小学西边），工期
540日历天。招标范围为：土建、装修、安装工程等施工总承包（具体内容
详见施工图纸）。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
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
格；监理标：医疗保障大楼工程（监理标）；建设地点海口市白龙乡中丹村
（攀丹小学西边），工期540日历天。招标范围为：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
段、缺陷责任阶段和保修阶段监理。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建筑工程监理
丙级（含）或以上资质，总监要求：注册专业为建筑工程的国家注册监理
工程师，具有工程师以上职称。请于 2015年 7月1日起从海口市建设
工程信息网购买招标文件（ www.hkcein.com）。联系人：黄工
18889861955（具体内容详见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分担出口风险
保障收汇安全

联系方式：020-37198097；020-37198080
gzywc@sinosure.com.cn

《海口市府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G1101、G1106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增加房源解决琼山区干部职工住房困难问题，经报请市政府同

意，我局启动控规动态维护程序，修改位于椰海大道与中山南路交叉口
西北侧迈仍村的G1101、G1106地块容积率等技术指标，目前修改方案
已通过专家论证。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
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5年 7月 1日至 8月 11
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www.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

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
寄至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5房海口市规划局
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
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3，联系人：王田夫。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7月1日

中标公示
海南金林热带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海南

金林木排休闲生态农庄项目一期工程（现代休闲农业
种植园）于2015年6月23日公开开标后，已按照招标
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规定要求完成评标工作。
经评标专家委员会评定，推荐中标候选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腾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石琼建设工程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祺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为2015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3日，共

三个工作日，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海南金林热带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诉，电话：0898-66526859。

寻个人或公司合作
本人意欲寻求：陈碧峰（海南洋浦华川实

业公司）；王宪武（海南洋浦南洋实业公司）；曾

伟（洋浦金燕贸易有限公司）；梁庆琪（海南洋

浦万海实业开发公司）；孟凡辉（海南洋浦金井

实业开发公司）；陈继春（海口金朋实业有限公

司）等人或公司洽谈购买相关股权或其它权

益，请与我联系。徐先生18689885766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0720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海
事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7月20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
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文航路“银河金座”B2号楼 14套房产，即 1307、
1308、1406、1407、1408、1506、1507、1508、1606、1607、1608、
1706、1707、1708号房，总建筑面积1006.59m2；参考价：3251元/m2，
竞买保证金：50万元/整体、5万元/套。

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整体优先；2、该楼总高 17层，框架结构，外
墙面贴瓷片，公共走廊过道未装修，铝合金玻璃窗，楼梯踏步批挡，水
电管路接口到位，目前室内为毛坯状态；3、拍卖成交后，买受人还应补
付楼盘后续投入 1000元/m2的工程款；4、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
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7月17日17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7月17日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款到

账为准），并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
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口市龙珠支

行；账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请注明：（2015）琼海法技拍委字第6
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地址：海口市龙华路 13- 1 号华典大厦 1801 室 电话：0898-
66115918 18976212356 刘先生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60113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三亚

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7月16 日15：30在三亚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庭（金鸡岭路383号）按现状净值公开拍卖：1、三亚市凤凰水城A区
A4#-A8#高层住宅A7－2501房，建筑面积110.68m2，参考价152万元，竞
买保证金30万元；2、三亚市时代海岸鸿洲国际公馆酒店式公寓11#楼商业
楼804房，建筑面积67.04m2，参考价108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特别说明：以上标的整体竞买优先；产权证照变更所产生的相关税、费
全部由买受人承担。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7月 15日17时
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7月15 日17时前以转账方式缴纳竞买保证
金（以款到账为准），并于拍卖日前凭法院确认的保证金收据到我公司（海
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楼）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
买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
78990188000105830；开户行:光大银行三亚支行。缴款用途处注明：竞买
某某标的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电话：68585002 13876683321（黎女士）法院监督电话：88866919

（第20150716期）

联合(重新)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84号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在执行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琼山管
理分局、雷国萍等33人与海南太和实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及商品房买卖
合同纠纷系列案中，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
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和海南铜锣湾拍卖
有限公司联合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琼
州大道东侧的珠江太和别墅区项目中A区的10185.09m2土地使用权及
地上建筑物19栋别墅（建筑面积：8122.43m2）。参考价：2025万元，竞买
保证金：40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7月21日上午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6楼A座拍卖大厅；
3、竞买标的相关事宜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5年 7月 16日

17:00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7月16日17:00前到账为准；
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5年 7月 20日 17:00止，

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00000149。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 84号（如代缴必须

注明代某某缴款）。
8、注意事项：拍卖成交后，仅限于办理10185.09平方米工业用地使

用权的过户，过户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其他涉
及土地变性、增容等相关税、费的缴纳全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同时，
相邻的颐和美景花园的住户享有在上述被拍卖土地上通行的权利。

主拍单位：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六楼A座
联系电话：0898-66500777 13307588777
协拍单位：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联系电话：0898-31651618 13637647779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联合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7月17 日上午10时在海南和运拍卖有限
公司拍卖厅依法公开拍卖：1、张云名下位于琼海市嘉积镇爱华东路紫
瑞小区的房屋【房产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10926号，刘永宁系共有权
人，建筑面积：2822.43平方米】及张云、刘永宁名下位于琼海市嘉积镇
爱华东路紫瑞小区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海国用（2010）第0772
号，使用面积：600平方米】，参考价940.43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2、
张云名下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兴海路的房屋【房产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
22259号，建筑面积：2748.55平方米】及张云名下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兴
海中路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海国用（2010）第1218号，使用权
面积：1508.4平方米，其中独用面积1154.8平方米、分摊面积353.6平方
米】，参考价：1593.33万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

瑕疵情况说明:位于琼海市嘉积镇爱华东路紫瑞小区的房屋已全
部出租并存在抵押他项登记权利，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兴海路的房屋
部分已出租，在上述房地产拍卖成交或变卖成交后移交买受人时，对
租赁期未满的房屋和铺面，本院不进行清场。

特别说明：1、拍卖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 7月16日上午11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年 7月 16日上午 11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

并到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收
取 保 证 金 单 位 名 称 ：海 南 省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账 号 ：
1009689400000122；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
行。缴款用途处应按顺序注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5）海南一中
法拍字第30号竞买保证金。

主拍单位：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电话：66745877 66532003
协拍单位：海南仲量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海府一横路113号4楼
电话：32863987 18078913399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招标公告
本单位要采购一批办公电脑及配

件，现向社会公开招标，请具有相应业

务资质、经验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5

年7月3日前来报名。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66810738

声 明
兹有我司的营业执照等五大证照已经进行重新核准及变

更，其中营业执照的重新核准登记时间为2015年6月10日；

组织机构代码证的重新核准登记时间为2015年5月8日；建筑

业资质证书的重新核准登记时间为2015年5月28日；安全生

产许可证书的变更核准登记时间为2015年5月8日；税务登记

证书的重新核准登记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为此，我司郑

重向社会各界单位与个人声明公告，我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证、建筑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及税务登记证书

已经启用新核准登记及变更的证照，原核准登记的五大证照自

以上各核准登记之日起作废。特此声明

广西恒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海南政风行风
热线节目走进东方

本报八所6月30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魏
小青 特约记者高智）“之前我看镇里面有人在国
道边的荒地上盖房子，被执法部门拆除，说是违法
占地，我想问问违法占地怎么确认？”今天上午8
时，海南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在东方市委报告厅开
播，当地群众纷纷来电咨询和提出诉求，东方市主
要领导携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做客现场，热忱
回答提问。

在直播现场，热线电话响个不停，群众咨询的
问题覆盖方方面面，尤其是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
的低保、教育、土地等问题屡屡涉及。东方市委书
记吉明江根据来电询问内容，现场点将，要求相关
部门负责人在线马上答疑，无法现场答疑的，线下
跟踪督办。在短短一个半小时里，现场答复了多
名听众来电。

节目受到东方广大市民群众的高度关注，群
众们在知晓该渠道后，纷纷通过电视、广播等方式
收看收听，更有热心群众直接拨打东方市纪委电
话询问是否能到现场提问。据介绍，节目旨在加
强党政机关作风建设、促进政务公开和为民办实
事，开通政府工作的“阳光理政平台”，建立党政机
关干部与群众的“连心桥”。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帮扶贫困学子

孤儿在校生可享专项补助
本报文城6月30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符

雁飞）“非常感谢学院，专门拨出资金来资助年满
18岁不再领取中央补助资金的孤儿。”这个月，就
读于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海外院）的小
陈年满18岁了，她一直以来领取的孤儿基本生活
费补助即将结束。但小陈没有太过担心，因为她
可以直接从学院领取与18岁以前标准持平的专
项补助。

“是小陈这个例子，让学院注意到年满18
岁没有生活来源的孤儿这一特殊群体。只要
他们年满 18岁到毕业前，都可以领取这项补
助。”海外院副院长周运诗介绍，该院从本月开
始为年满18岁且没有生活来源的孤儿学生制
订专门章程制度，按中央补助的标准每月为其
提供补助，直到他们毕业为止。据了解，海外
院共计8名孤儿学生年满18岁后可享受这一
补助。

“18岁以前，学生们的教育和生活经费可能
都有相对保障，但我院考虑的是大学期间，贫困学
生该如何度过。”周运诗介绍，该学院与省教育学
会思源研究分会联合筹划的“思源学子圆梦工程”
同样为贫困学子着想，来自省内各市县思源学校
的初、高中毕业生都有机会通过这一工程“零学
费”进入该学院学习。

据悉，这一项目已帮助64名思源贫困学子梦
圆大学，接力思源教育扶贫项目“最后一公里”。
参加该项目的学子除5年制学生享受前3年学费
免除外，还将免收住宿费，入学报名时将一次性获
得1千元生活补贴，还有机会获得社会慈善捐助、
国家及学院的多种奖助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