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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切
实做好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教育、
医疗、住房保障和产业扶持工作，确保
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做好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
有效衔接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16〕70号）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教育、医疗、住房
保障和产业扶持工作，坚持资源统筹、
分类管理，人员双向纳入、政策无缝衔
接的原则。

未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范围的农村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在教育、医疗、住房
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相同
的政策待遇；有劳动能力且有脱贫意愿
的农村低保对象享受与建档立卡贫困户
相当的产业扶持政策待遇。

第三条 农村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
养学生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同
等标准享受各项补助政策。

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低保家庭学
生、特困供养学生伙食费补助标准为小
学每位学生每年2000元，初中每位学生
每年2500元；学习生活用品费补助标准
为每位学生每年400元。

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低保家庭
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在实施本省现有的
学前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资助
政策的基础上，再给予补助生活费、住宿
费、教材费。学前教育阶段，在幼儿园按
照每位学生每年1000元标准补助生活
费。普通高中阶段，按照每位学生每年
1000元标准补助生活费；每位学生每年
1000元标准补助住宿费和教材费。中
等职业教育阶段，按照每位学生每年
3500元标准补助生活费；每位学生每年
400元标准补助教材费。

各市县根据本市县实际制定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学生教育补助补贴政策，亦适
用于农村低保家庭学生与特困供养学生。

第四条 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按
照建档立卡贫困户同等标准享受医疗保
障待遇：提高普通门诊报销比例、慢性病
特殊病种门诊报销比例、住院报销比例；
降低大病保险起付线，住院医疗费不设

起付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险和
疾病应急救助后，农村低保户和特困人
员个人仍无能力支付的剩余医疗费用，
由各市县从医疗救助专项资金中支付；
在本市县行政区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
院，享受“先治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等
优惠服务。

第五条 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在
危房评定标准、补助标准、危房改造面积
标准、危改质量安全标准等方面享受与
建档立卡贫困户同等的待遇。对农村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自筹资金和投工投料
能力极弱的，可以通过建设集体公租房、
利用闲置农房和集体公房置换、提高补
助资金额度等方式予以兜底解决。

第六条 有劳动能力且有脱贫意愿
的农村低保对象享受与建档立卡贫困户
相当的产业扶持政策。根据农村低保对
象劳动力、承包土地、生产技能等情况，
在旅游、农业种植养殖、光伏、电商、金融
等方面予以扶持。

第七条 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三保障”资金由市县政府优先从历年结
余的低保专项资金、盘活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等存量资金中安排，
确有缺口的，从省级和市县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中安排。

第八条 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的

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和产业扶持工作应
当纳入市县扶贫工作计划，统筹安排、逐
项落实。

各市县政府对农村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的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和产业扶持
工作，应当逐户建立帮扶台账，并从机关
事业单位、乡镇政府选派综合素质好、熟
悉农村工作、事业心强的干部担任帮扶
联系人，跟踪服务、推动落实。

第九条 省、市县民政、扶贫部门应
当建立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信息系
统，并与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系统互联
互通、相互衔接、信息共享；所建立的信
息系统应当数据真实、清晰完整，实行动
态调整。

第十条 省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根据
各自职责，对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的
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和产业扶持工作进
行指导、督促、检查。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
施行。

海南省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和产业扶持实施办法

三亚海洋科技馆
预计明年开门迎客

本报三亚7月13日电（见习记者徐慧玲 记
者林诗婷 黄媛艳）三亚“科技+旅游”产业又添新
兵。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创意产业园获悉，该市又
添5个“科技+旅游”项目，三亚海洋科技馆预计明
年开门迎客。

5个“科技+旅游”项目分别是：中船工业海洋
科技创新示范园、中航工业航空大世界科技展览
中心、国家建筑节能技术国际创新园、三亚海洋科
技馆以及三亚百泰生物纳米产业园。其中，三亚
海洋科技馆位于三亚市创意产业园，总面积
58664.17平方米，总投资额约5.07亿。

据悉，三亚海洋科技馆是以青少年儿童为目
标受众，以海洋主题内容为核心，综合运用图书、动
漫、影视、主题乐园等形式，打造海洋文化、生态科
技、文化展示、科普教育为一体的互动体验基地。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海南省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教育医疗住房保障

和产业扶持实施办法的通知
琼府办〔2017〕112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南省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和产业扶持实施办法》

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7月11日

■ 本报记者 刘操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海南
省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教育医疗
住房保障和产业扶持实施办法》（以下
简称《实施办法》）。省民政厅相关负责
人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详解《实施
办法》将对我省19万农村低保对象、
2.9万特困人员带来哪些切实的改变。

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
开发政策有效衔接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
办法》聚焦我省19万农村低保对象、
2.9万特困人员教育、医疗、住房保障
和产业扶持问题，有效解决了农村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帮扶力度不足、保障
力度不够的难题。《实施办法》对农村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的“三保障”和产
业扶持工作做了全面规定，我省未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范围的农村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
方面将享受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相同的
政策待遇。“这一举措实现了我省扶
贫、救助资源的统筹整合，推动了农村
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
接，为我省农村全部贫困人口如期脱
贫提供了有力保障。”该负责人称。

与建档立卡贫困户享
受相同政策待遇

该负责人介绍，《实施办法》对农

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的“三保障”和
产业扶持工作做了全面规定，我省未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范围的农村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在教育、医疗、住
房保障方面将享受与建档立卡贫困
户相同的政策待遇；有劳动能力、有
脱贫意愿的农村低保对象还将享受
到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相当的产业扶
持政策待遇。

在教育方面，农村低保家庭学
生、特困供养学生按照建档立卡贫困
户家庭学生同等标准享受伙食费、生
活用品费等各项补助。医疗保障方
面，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将按照
建档立卡贫困户标准提高医疗保障
水平，还将享受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
住院“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等

优惠服务。住房保障方面，在危房评
定标准、补助标准、危房改造面积标
准等方面享受建档立卡贫困户同等
的待遇。产业扶持方面，有劳动能力
且有脱贫意愿的农村低保对象在旅
游、农业种植养殖、光伏、电商、金融
等方面可享受扶持政策。

各市县建立帮扶联系人
制度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保障新规有效实施，《实施办法》对
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三保障”
和产业扶持所需资金也做了明确的
规定，优先从历年结余的低保专项
资金、盘活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补助资金等存量资金中安排，确有
缺口的，从省级和市县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中安排。

《实施办法》要求市县政府将农
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的“三保障”
和产业扶持工作纳入扶贫工作计
划，建立帮扶联系人制度，选派帮扶
联系人对“三保障”和产业扶持工作
进行跟踪服务，并逐户建立帮扶工
作台账。我省低保信息系统和扶贫
开发系统将实现互联互通，民政、扶
贫部门将实时共享贫困群众的救
助、扶贫信息。省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将对各市县农村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的“三保障”和产业扶持工作进
行监督检查。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

《海南省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和产业扶持实施办法》出台

海南逐户建立帮扶台账助力脱贫
大型实景演出

《红色娘子军》主创团队
海南采风
预计明年春节期间对外首演

本报三亚7月13日电（记者林诗婷）近日，
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红色娘子军》主创团队20
余人赴琼展开采风调研。据悉，该实景演出预计
明年春节期间亮相三亚。

据悉，《红色娘子军》为三亚正着力打造的大
型沉浸式实景演出，演出场所设于该市槟榔河村
内，预计一期投资约3亿元，将携手中央芭蕾舞
团，融入话剧、电影、舞蹈、特技等艺术元素，再现
琼岛红色经典，打造集旅游观光、文化演艺等功能
于一体的旅游项目，拟定于2018年春节期间在三
亚首演。

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
启动直升机救援服务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王培琳 实习生
许书慧）今天，中国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在海口举
办直升机救援服务项目发布会。即日起，人保财
险海南分公司正式面向全省提供直升机救援服
务，其将在我省有急需特殊救援时提供公益紧急
救援服务。

据了解，海南是全国第一批启动直升机救援
服务项目的省份之一。今年3月起，人保财险海
南分公司购置一架直升机准备投入紧急救援，并着
手与卫计委、交通、医疗单位等进行沟通协商。目
前已经与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等地区的共10多
家医院建立直升机救援网络，可随时为需要的人员
提供紧急救援服务。据悉，今年下半年，人保财险
海南分公司将再购置一架直升机用于紧急救援。

据介绍，出动直升机救援的成本非常高，而中
国人保海南分公司推出的直升机免费救援服务救
援费用由保险公司结算，无需被保险人承担，该项
服务在事故发生地拥堵、偏远或其他地面救援无
法快速到达时具备显著优势。

外宾点赞我省诺丽产业
希望深入交流促成合作

本报三亚7月13日电（记者叶媛媛）今天下
午，由国家商务部组织，20多个国家、80多位官员
组成的考察团一行到海南西沙诺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有机诺丽种植基地进行了参观了解，期间
外宾们对我省大力发展诺丽行业表示肯定，更对
西沙诺丽公司近年来在诺丽果有机种植、有机加
工等技术领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连连称赞。

据了解，西沙诺丽公司在三亚拥有3600多亩
有机诺丽种植基地，50亩发酵基地，从选种、育
苗、栽种、发酵到品牌营销全产业链布局。基地果
种源自西沙群岛的野生诺丽果，自有基地有机种
植培育，人工采摘，本地有机发酵生产，保证每一
个生产环节安全可追溯。

不少外宾表示，希望将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
优质的果品、技术带入自己的国家，促使双方达到
更深层次的商业、技术交流合作。

人物名片

姜宏，1961 年生于河南省开
封市，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后
获得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学博士学
位，2011年至今任海南大学材料与
化工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海
南中航特玻研发中心主任，武汉理
工大学楚天特聘教授、博士生导
师。今年5月份，他被增选为2017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

关注海南创新创业典型人才
■ 本报记者 李磊

海南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副院
长姜宏在来海南之前，在中国特种玻
璃行业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1982年，大学刚毕业的姜宏进
入洛玻集团公司（前身为洛阳玻璃
厂）工作，在接下来几十年时间里，他
先后完成20多项国家、省重大科研
攻关项目，特别是成功实现0.55毫米
等系列电子超薄浮法玻璃产品的工
业化生产，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
和产品垄断。

2011年，一拨来自海南的客人，
改变了这位特种玻璃行业领军人物
的人生轨迹，也给海南玻璃研发找到
了领跑人。

“降级”来到海南

2011年，海南大学和海南中航
特玻材料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找

到姜宏，以“高校+企业”的独特人才
引进方式，打动了当时身为厅级干部
的姜宏。

接到邀请，姜宏毅然放下“干部
的身份”，“降级”来到海南。

“在海大与中航特玻来找我之前，
也有很多企业单位和学校来找过我，
但是我就是喜欢海大与中航特玻的

‘企业+学校’的引入方式。”姜宏说。
姜宏说，当初选择来海南，除了

看重海南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以
及不断拓展的发展空间外，“高企+高
校”的引进模式可以让他就既能在高
校教书育人，又能帮企业解决实际应
用中的技术难题，个人的价值也可以
得到更大发挥。

把创新放在第一位

来到海南后短短两年时间里，姜
宏在海南分别组建了海南中航特玻
和海南大学两支研发团队，一边进行

项目研发，一边培养创新型人才。
秉承着“创新”的理念，姜宏认为，

在教与学中，都应重视思考与创新。他
给予学生更多独立的思考空间，并引
导出新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教学。

在学生们眼中，姜宏是一位时常
把创新挂在嘴边的严师。他常说，学
生不应局限于课本中的知识，将所学
转化为所思，并在所思中得出自己独
到的见解，这才是学习。在实验室
里，姜宏的学生必须做到实验数据毫
厘不差，经常一个实验要经过数十遍
才能得到姜宏的认可。

再次创业成就“玻璃梦”

在海南六年，姜宏在他的特殊玻
璃技术研发上，也是如鱼得水。

在他的带领下，其团队攻克了
“超厚超大超白玻璃的产业化”、“ 全
氧燃烧技术在大型玻璃熔窑”等一系
列技术难题，他的团队申报专利87
项，其中发明专利44项，技术推广与
产业化完成10项，销售收入57114
万元，取得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

姜宏个人也获得海南省高层次创新
创业人才、杰出人才、第七届全国优
秀科技工作者等称号。

可以说，到海南六年来，姜宏及
他的团队硕果累累。但姜宏认为，正
是海南省人才政策和南疆这片创业
热土吸引他实现了自己再次创业的
玻璃梦。对未来，他信心百倍，他说
将坚持创新驱动、科技发展，让中国
特种玻璃梦想从海南腾飞。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

带领团队克服系列技术难题，申报专利87项，取得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

姜宏：我的玻璃梦想在海南启航

志愿者“送来”快乐课堂

视频摄影 袁琛
视频剪辑 李玮竞
扫码看山村里的
暑假快乐学校

码上读

7月13日，万宁市山根镇立领小学，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
排课本剧《丑小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7月13日，屯昌县新兴镇坡陈村内，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叶
媛媛）记者从海口市琼山区获悉，为缓
解学校原有的大班额现象，推进琼山
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该区拟将
海口市琼山第一小学拆分为海口市琼
山东门第一小学和海口市琼山文庄第
一小学两所学校。

据介绍，目前琼山一小现有东、西
两个校区，共有学生6752名，每个班
级的班额均较大。琼山区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如果将琼山一小拆分为
两所学校，每所学校的办学规模约为
3000多名学生。

对于家长关心的划片招生问
题，该负责人透露，2017年秋季，两
所学校以琼州大道为界划片就近
入学。琼山文庄第一小学划片范
围为文庄社区、高登社区，琼山东
门第一小学划片范围为东门社区、
巴伦社区、辖区外住址。8 月份新
生申请学位时，暂定按 6月份公布
的划片范围招生，统一申请琼山一
小学位数届时再进行具体分配，确
保每一个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都
有学可上。

为缓解大班额现象

海口琼山一小
拟拆分为两所学校

暑期来临，上海
外国语大学、海南大
学艺术学院的志愿支
教服务队分赴万宁、
乐东、白沙等市县乡
村，开展支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