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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通讯员 谭勇

重症监护室的门缓缓打开，海南
大学儋州校区管委会主任于旭东只
往里看了一眼，泪水就盈满眼眶——
眼前这个骨瘦如柴、面色发黄，浑身
插满管子的男人，哪里还是记忆中那
个高大精壮的老同事呢？

“学院马上要开学了，好多事等
着你们落实，赶紧回去吧！”在重症监
护室里住了半个月，好不容易和老同
事见上一面，管委会副主任符灶儒开
口就劝于旭东回去。

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十几天里，
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刚刚成立的海
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自5月19日
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在海大原
热带农业相关学院的基础上组建新

的海大热带农林学院，至7月9日该
学院在海大儋州校区揭牌，他和同事
们呕心沥血，持续奋战，用49天时间
补齐了校园建设的9年短板，为即将
到来的莘莘学子重塑了一座绿意葱
茏、焕然一新的“最美校园”。

敬业：58岁了，干劲比
年轻人还足

时间回溯到9年前。2007年，
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与原海南大学
合并组建了新的海南大学，进入国家

“211工程”。
重组后，海大的热带农业学科有

了较高办学水准。为响应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和服务我省重点产业发展
需求，省政府决定以海南大学现有农
科学院为基础，增设我省急需的特色

学院和专业，组建相对独立办学的热
带农林学院。

组建热带农林学院的通知下发
时，海南大学儋州校区管委会一共只
有“三条枪”——于旭东、符灶儒，还
有办公室主任李仲生。而要让已经
荒疏了9年的校园在49天后正常运
转起来，并以“最美校园”的姿态迎接

新生，责任之重可想而知。
“在我们印象里，老符是只会埋

头苦干的‘老黄牛’。”于旭东也没想
到，在那样紧张的气氛中，竟是符灶
儒带头给大家打了气：“设立热带农
林学院是海南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机
遇。虽然校园整治的时间紧、任务
重，但这件事对我的家乡儋州有利、

对海南有利，我们必须啃下这块‘硬
骨头’！”

旁人难以想象他们度过了怎样
的49天——一块一块草皮进行移
植，新添2万余平方米的青草地、3万
多株花卉；一车一车垃圾往外清运，
扫净水浮莲 800 多车、垃圾杂物
6000多立方米； 下转A02版▶

海大儋州校区管委会副主任符灶儒与同事持续奋战49天，确保热带农林学院
顺利挂牌成立。可罹患重症的他，却累倒在工作岗位上——

“党交给的任务，我要拼尽全力”

瞰新闻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彭
青林）经报省政府同意，省财政厅、省
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了《海南省高等
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暂行办法》，通过财政优惠政策，引
导、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
业、创业，用知识和学识开展智力扶
贫，带动老百姓富智强志、脱贫致富。

根据该办法，2016年及其以后

毕业的高校毕业生，自愿到我省艰苦
边远地区基层就业或创业、连续工作
满3年及以上的，其在校期间的学费
（含贷款）可按一定标准由财政资金
给予代偿。

《办法》中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基
层是指我省国家及省级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的县级人民政府驻地以下
地区（不含县级人民政府驻地）、其他

市县民族乡镇地区以及三沙市所辖
地区。

财政代偿学费的标准为：专科学
生（含高职学生）可按学制每年最高
获得3000元的学费代偿，本科学生
可按学制每年最高可获得4000元的
学费代偿，研究生（含第二学士学位
学生）可按学制每年最高可获得
5000元的学费代偿。

我省出台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智力扶贫

边远地区工作3年 财政代偿学费

本报三亚8月14日电（记者陈
雪怡）近日，三亚市政府常务会审议
通过《三亚市推进导游自由执业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该市将建立导游公共服务监管平台
和预约导游服务平台，满足游客的个
性化需求，拓宽导游执业渠道。

今年5月，国家旅游局在江浙
沪三省市、广东省正式启动线上导
游自由执业试点工作，在吉林长白
山、湖南长沙和张家界、广西桂林、
海南三亚、四川成都启动线上线下
导游自由执业试点工作。

据介绍，线上导游自由执业是

指导游向通过网络平台预约其服务
的消费者提供单项讲解或向导服
务，并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收取导
游服务费的执业方式。线下导游自
由执业是指导游向通过旅游集散中
心、旅游咨询中心、A级景区游客服
务中心等机构预约其服务的消费者

提供单项讲解或向导服务，并通过
第三方支付平台收取导游服务费的
执业方式。

《方案》指出，三亚将通过开展导
游自由执业试点工作，打破只有旅行
社才能委派导游提供服务的传统模
式，促进导游与游客实现双向选择。

三亚推进导游自由执业试点工作

游客可“网约”导游服务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邓
韶勇）记者今天从省海洋与渔业厅获悉，国家海洋局
日前下达我省2016年“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奖补资
金”第一批资金6058万元已拨付到位，该资金将用
于陵水黎族自治县蓝色海湾综合整治。

据了解，中央财政支持的“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奖
补资金”即为原“中央海岛和海域保护资金”。陵水
蓝色海湾综合整治预算总投资3.29亿元，其中中央
财政支持3亿元，地方配套2993万元，项目资金分
今明2年落实，第一批已下达6058万元。

据悉，陵水蓝色海湾综合整治项目主要包括新
村镇污水收集管网及集中处理、口门浅滩和拦门沙
整治、红树林补种、海湾环境监测预警能力建设、沿
岸部分人工构筑物拆除与亲水平台建设、新村瀉湖
贝类底播增殖放流、土福湾赤岭渔村岸线修复整治
等具体实施项目。

陵水蓝色海湾整治项目
获中央财政3亿元支持
首批6058万元已拨付到位

本报石碌8月14日电（记者刘操）8月10日至
8月14日，省委副书记李军来到昌江黎族自治县，
就贯彻落实省委六届十次全会精神、省委省政府服
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电视电话动员会精神等进行
调研。

李军来到万善村种桑养蚕扶贫产业园、和丰育苗
基地、红林农场8队山猪养殖基地、玉绿宝山猪养殖基
地、绿盈种养专业合作社等地，细致了解昌江农业种养
结构、产销模式、带动农民增收等情况。他指出，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作用，
以市场为导向，调动农民积极性，鼓励大学生到农村
创业，培育新型农民，走出一条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之
路。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整合垦地资源，推进国有农
场公司化改造，使其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在石碌镇水富村、王下乡浪论村，李军走村入
户，详细了解扶贫搬迁的黎族同胞生产生活情况，对
昌江县移民扶贫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实践
证明，持续改善基础设施，实施产业帮扶，开展教育
扶贫，是能使贫困农民搬得出、留得下、能致富的。
在昌化镇大风村、海尾镇南罗村，李军深入了解基层
党建、村级组织换届、“一核两委一会”建设等情况，
希望新当选的村支“两委”干部认真履职，发挥乡贤
力量，带领村民奔小康。

李军还实地查看了棋子湾旅游度假区、海尾湿
地、海防林、霸王岭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旅游开
发等情况。他说，要重点突出木棉花、棋子湾、热带
原始雨林等特色，充分挖掘，提升策划，追求极致，打
造有影响力的品牌，形成昌江独特的、具有竞争力的
旅游产品优势。

调研中，李军对昌江县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给予充分肯定，希望该县抓住西环高铁开通带来
的机遇，强化滨海意识，高起点谋划推进沿海区域开发。

李军在昌江调研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特约记者 高智
通讯员 陈积毅 赵晓晖

7月31日，随着八所镇高排村
顺利选出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东
方市第八届村（居）委会换届选举至
此顺利完成，并实现了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100%“一肩挑”。

东方市委书记吉明江说，东方

实现由乱到治、由治到稳、由稳到大
发展，党风政风民风明显好转，老百
姓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党委
政府的威信不断提高，这是打赢村
级换届选举“翻身仗”的根本原因。

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这是一次令东方全市上下人心

振奋的村级换届选举：
全市192个村（社区），重点难

点村49个，仅用61天就全部顺利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两委”班子，提前1
个月完成了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任
务；

书记、主任“ 一肩挑 ”比例
100%，同比增长83.8%，增幅全省
最大；党员参选率90.8%，选民参选

率91.6%，东方历届最高；
全市没有发生因选举问题导致

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上访量减少
52.6%，群众满意率达98%以上；

新 当 选 的 致 富 带 头 人 占
82.1%，比上届高出9.2%；村“两委”
干部平均年龄40.5岁，比上届年轻
4.2岁；

…… 下转A02版▶

东方顺利完成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实现书记、主任100%“一肩挑”

“落后生”交出满意答卷

关注2016海南陵水城市营销
暨旅游地产推介活动

本报昆明8月14日电（记者易
建阳）为期3天的2016海南陵水城市
营销暨旅游地产推介昆明站活动今天
结束。据统计，本次推介会现场成交
9套，成交金额1152万元，意向成交
86套，意向成交金额8450万元。

连日来，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陵
水民族歌舞团的特色黎族歌舞不时上
演，昆明市民一边欣赏表演，一边咨询
相关楼盘房产信息，了解陵水的区位、
房价以及居住环境等。

“陵水到岛外开展城市营销暨旅
游地产推介会，主要是推介陵水城市
形象、旅游资源、农副产品以及房产项
目，从贵阳、昆明两个城市推介情况来
看，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希望对陵水有
更多了解，除了有房产现场成交外，部
分市民还表达了去陵水旅游的意愿，
这就达到了预期目的。”陵水黎族自治
县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今年下半年，陵水城市营销
暨旅游地产推介活动还将走进河南郑
州和四川成都。 (相关报道见A04版)

昆明站活动圆满结束

春城市民
向往海岛旅游

8月11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什太阶村附近，中线琼中至乐东高速公路什太阶2号
大桥正在架设桥墩。据介绍，琼乐高速公路项目全长129公里，总投资117亿元，预计2018年建成
通车。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实习生 陈若龙 摄

深山筑“长龙”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计
思佳）记者从海口市海瑞墓管理处获
悉，海瑞墓自8月11日起至10月11
日闭馆施工两个月，暂时不对外开放
及参观。

据了解，海瑞墓最近的一次扩建
修缮工作是1996年，如今已经有20
年。此次海瑞墓修缮和扩建将与滨涯
村片区旧城改造相结合，规划“一心一
园、两轴多区”的功能布局。海瑞墓现
用地面积为15亩，扩建后面积为76.22
亩，项目总投资约6095.94万元。经过
前期的施工，目前海瑞墓部分工程已
经完工。

海瑞墓闭馆
修缮两个月
项目总投资6000多万元

重疾在身忘我工作，呕心沥血埋
头苦干，符灶儒以生命燃烧激情，用
汗水浇灌事业，用感人的行动扛起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为我们展
示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动人风采！

没有豪气的壮语，没有伟大的成

就，符灶儒做的只是普普通通的工作，
只是平平常常的行为。然而，就是这
些普通、平常的工作、行为，让我们看
到了一名近30年党龄的党员的澎湃激
情和赤子情怀。牢记使命，勇于担当，
竭诚奉献，这就是符灶儒的不平凡之

处，这就是符灶儒的崇高所在。
符灶儒是我省“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中涌现出来的又一鲜活典型，值
得大力褒扬。让我们向符灶儒学习，
向模范党员看齐，用实干扛起责任担
当，为海南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以无私奉献诠释责任担当

金牌不多 亮点不少
——中国军团半程综述

“稳拿”的金牌
不再稳了

——中国军团下半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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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校学生
资助热线今起开通
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

010－66096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