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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唐
璨）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从2007
年起实施“重点支持、重点倾斜、重点发展”政策，10
年累计总投入达到225亿元，有力推动了我省职业
教育的发展。今天晚上播出的海南省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邀请到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
长范敏对我省职教扶贫相关政策作出介绍。

范敏告诉大家，去年底，省教育厅和省扶贫办
联合出台了《海南省大力开展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实施方案》，实施“五精准”“四优先”帮扶，对建档
立卡家庭学生进行精准、精细化培养。“五精准”指
的是“精准招生、精准培养、精准资助、精准就业创
业、精准培训”，“四优先”指的是“建档立卡家庭学
生可优先选择中职学校和就读专业、学校优先提
供资助性勤工俭学岗位、优先提供校外实习岗位、
优先推荐就业”。

日前，省教育厅又和省财政厅、省扶贫办一起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非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
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政策的通知》，明确建档
立卡贫困学生就读中专学校，除了免学费、免课本
费、免住宿费、享受每人每年2000元国家助学金
外，省内各级财政还要再按属地给每人每年3500
元的生活补助。

根据省教育厅要求，中等职业学校对本校建
档立卡学生在行政班之外，还要开设“扶贫励志
班”，开展第二课堂励志教育活动，实施“一统二专
三独四重五优”模式教育帮扶。目前，全省中职学
校开设了 93个扶贫励志班，对建档立卡学生
2805人开展励志教育。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介绍职教扶贫政策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读职校既免又补

本报定城8月7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陈雪娇）记者今天从定安县政府获
悉，该县已启动扶贫开发大数据平台建设工作，将
借助电信运营商的云计算、云存储等服务功能，建
设扶贫开发大数据平台及相关数据库，打造该县
脱贫攻坚大数据信息枢纽，到年底形成县、镇、村
三级扶贫机构网络。

据悉，该数据平台将明确扶贫业务相关部门
之间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和使用方式，统一扶贫
数据交换标准，按标准定期采集卫生、住建和金融
等相关扶贫业务信息，构建常态化的行业数据共
建共享体系。

该平台建成后，将包括扶贫对象、扶贫举措、
扶贫成效和数据分析等模块，并可采集贫困村和
贫困人口的基本情况，分析其致贫原因和对应帮
扶举措等，并动态掌握扶贫措施落实情况，构建扶
贫开发宏观策略数据库。此外，该系统还可深度
分析和挖掘数据，形成各类扶贫数据统计报表，精
准分析扶贫成效，为该县扶贫工作提供指导。

打造“扶贫云”

定安将建扶贫开发
大数据平台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肖
萍萍）日前，来自海南太古可口可乐公
司、海南省义工互助协会、凤翔街道那
央村委会等单位的40多名爱心志愿
者来到海口那央湿地保护区，开展湿
地保护公益活动。

在村民协助下，爱心志愿者们加入
到清理水葫芦的行动中。爱心志愿者
的队伍中还有中小学生，为了让这些小
志愿者们了解湿地保护的重要性，海南
太古可口可乐公司还邀请专业的老师
带领孩子们进行实地观察，普及湿地知
识，了解水葫芦对湿地的危害，以及清
理水葫芦保护水菜花的意义。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公司
开展保护湿地公益活动

清理水葫芦
保护水菜花

本报海口 8月 7日讯 （记者孙
慧 实习生林丹丹 通讯员杨洲）记者
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为推进信息技
术与安全生产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强
我省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和文明施工管
理，我省从今年9月1日起办理施工
许可证，满足一定条件的房屋建筑工
程要安装远程视频监控。

市县住建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实
际和需求，将市政公用基础工程纳入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管理。每个项目施
工现场应在施工现场主出入口、材料
加工区域、工地制高点（塔机顶端）三
个位置安装远程视频监控设备，设备
的安装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取合理
的点位，要监控到出入口进场车辆和
人员、材料加工、工地全貌。

每个项目施工现场应至少安装三
套远程视频监控设备，其中材料加工区
域和工地制高点必须安装带云台控制

功能的球型摄像机。项目包括多个单
位工程，且一个制高点远程视频监控设
备无法覆盖所有单位工程全貌的，应根
据需要加装视频监控设备，以保证所有
单位工程全貌均处于监控范围内。

为保证施工现场远程视频监控设
备的正常运行和监管部门的日常管理
需要，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纳入“海南省
房屋建筑工程全过程监管信息平台”
进行统一管理（以下简称信息平台）。

施工总承包单位选择通信运营商（移
动、联通、电信）以购买或租赁的方式
在施工现场安装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通信运营商负责提供远程视频监控接
入信息平台所需的网络传输资源和技
术对接方案。

建筑工程须在质量监督报监前，完
成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的安装，由建设单
位通过信息平台在线填报远程视频监
控系统安装申报单。施工方自房屋建

筑工程开工建设之日起要正式启用远
程视频监控系统。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完工后，可拆除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安装费用在安
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中列支。建设单位
须将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安装费用及时
拨付给施工总承包单位，不得克扣或
纳入工程款进行拨付。远程视频监控
系统实行最高限价，由省建设标准定
额站定期公布。

申报省级安全文明标准化（AA）示
范项目、绿岛杯、或优质结构工程项目。

下月起，电子眼“盯”住全省建筑工地
每个项目施工现场应至少安装三套远程视频监控设备

本报三亚 8月 7日电 （记者孙
婧）近日，采购中国2017年三亚会奖
旅游资源考察暨交流座谈会在三亚
举行。国内外35名知名企业采购经
理人在三亚考察后，表达了对三亚
MICE市场（即会议、奖励旅游、大型
企业会议、活动展览和节事活动统称
缩写）的信心。部分采购经理人透露
出将重要会议落地三亚的意向。

在8月3日-5日的考察交流活动
中，35名采购经理人分别考察了海棠
湾亚特兰蒂斯、海棠湾红树林酒店、海
棠湾理文索菲特、太阳湾柏悦、亚龙湾
丽思卡尔顿等10余家会议型酒店。
中国医药集团采购负责人当天就明确
表示，将有两个重要会议落地三亚。

随后的座谈会，邀请了三亚当地的
会奖旅游企业与国内外采购买家面对
面交流。期间，三亚市旅游委专题推介
了三亚会奖旅游资源，并向来宾透露，
近期三亚市政府将出台新修订的三亚
会展业扶持办法。届时，三亚的会展奖
励将可与省会展奖励叠加申请。

考察嘉宾们对三亚的会奖服务和
软硬件设施表示肯定。

国内外知名企业
采购经理人考察三亚
对该市会奖服务和软硬件设施
表示肯定

近日，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滨江海岸互联网+数字影视文漫众创空间，年轻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文化创意设计，在创业创新公共
服务平台上协同创新与开放共享。

据了解，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获批成为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为小微企业提供不同层次的孵化培育服务，在孵企业
400余家，项目领域涉及生物医药、互联网+、新材料、3D打印、数字创意等。

当前入驻企业大部分仍处于项目研发阶段，部分企业已产生了营业收入，园区内所有企业已取得各项专利、专著300余项，在
申请专利210余项。截至2016年底，园区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0.81亿元，上缴税费3950万元。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陈斯华 摄

创业孵化基地
助力创客创新

本报海口8月 7日讯 （记者罗
霞 通讯员刘晓华）作为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十百千”项目重要组成部分，
近日，由国家发改委和海南省发改委
联合举办的南南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与绿色低碳发展培训班在我省举办，
来自柬埔寨、伊朗、尼日利亚、斐济等
23个国家的共40位学员参加此次培
训交流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充分发挥海南生态
环境优势，复制推广海南低碳试点省
建设成功经验，助力海南打造成“一带
一路”国际交流合作大平台，深化国际
旅游岛开发开放。培训班围绕“热带
岛屿特色低碳发展”主题，邀请低碳政

策制定者、低碳技术创新企业代表、低
碳经济领域权威专家组成高水平师资
队伍，为国际学员代表分享海南热带
岛屿特色的低碳发展新模式、新路子；
围绕太阳能海水淡化、太阳能光伏、太
阳能智能抽水机等低碳技术，组织学
员和企业代表进行深入交流与对接。

在低碳城市专题中，海口市发改
委介绍“多规合一”与“双创”精神如
何助力滨海花园城市的低碳发展；三
亚市发改委分享三亚作为国家低碳
试点城市的建设思路与创新实践。
在低碳试点专题中，中创碳投、海南
低碳经济与产业技术研究院、海南呀
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等单位围绕低

碳试点示范，分别从低碳社区、近零
碳工程、低碳景区等角度解读相关政
策，并分享海南低碳社区及景区的创
建经验。在适应气候变化专题中，省
气候中心介绍了气候变化对海南岛
的影响与应对政策，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全球环境基金分享海南湿地保护
体系的工作进展与主要经验。

此次培训邀请省内多家低碳绿
色龙头企业，为学员展示低碳技术在
热带岛屿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应用与
实践。省可再生能源协会详细介绍
生物质车用沼气的案例实践；英利集
团、立升净水结合在海南的创新发
展，分享各自的产品研发及应用效

果；广源隆太阳能应用科学研究所介
绍自主研发的太阳能智能抽水机应
用前景。此外，此次活动在乐东太阳
能光热海水淡化项目基地开展以“向
大海要水喝”为主题的现场教学，积
极传播推广解决海岛水资源匮乏的
绿色“造水”理念。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海南
将继续广泛开展多层次、多样化、可
持续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落实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
千”项目、积极争取承办联合国气候
大会，努力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低
碳发展方面注入更多海南元素、讲出
更多海南故事。

南南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低碳发展培训班在我省举办

复制推广海南低碳试点省建设成功经验

本报海口8月 7日讯 （记者王
培琳 实习生许书慧 通讯员吴芳
玲 彭文华）近日，记者在临高县地
税局政策法规部门工作人员的办
公桌上看到一份醒目的文件，这是
该县人民法院交换到临高县税务
局关于某某公司拍卖资产的裁决
书，临高县税务工作人员正通过税
费征管系统查询该企业缴纳税款
情况，电脑屏幕弹出的信息显示该
企业存在欠缴税款情况。为避免
税款流失，该税务局工作人员立即
按程序提请本地人民法院在该公
司资产拍卖过程中优先从拍卖款
中划扣税款，最终通过努力追缴企
业应纳税款 4411 万元，确保了国
家税款的安全。

“此次优先划扣税款的顺利进

行，得益于我省出台的税收保障条
例，条例规定各部门要积极协助税务
机关进行税收征管，保障税收的优先
权。”省地税局政策法规处负责人符
晋说。

记者从省地税局获悉，自《海南
省税收保障条例》以及配套税收文
件开始施行一年多来，省地税局不
断构建综合治税新局面，健全协税
护税工作机制，通过综合治税平台、

“税银互动”等方式，提高税收管理
水平。

2015年9月1日《海南省税收保
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施行，其
配套的《海南省涉税信息传递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于2016年1月1
日施行。据统计，《条例》和《办法》实
施以来，全省各级政府协助地税部门

执行职务达 10 次，协助查补税款
939.24万元；银行或金融机构协助税
务机关查询、冻结或划扣纳税人银行
存款达1113次，查补税款达7568万
元；人民法院积极提供企业拍卖、变
卖、破产清算等程序中的涉税信息，
协助税务机关对破产企业进行债权
申报、优先划扣税款达30余次，协助
执行税款6631万元。公安部门协助
提供欠税法人出入境证件信息、阻止
法定代表人出入境、追缴欠税、查询
车辆登记信息等达110余次，协助查
补税款3564万元。

为推进综合治税顺利开展，省
地税局还成功搭建了综合治税信
息化平台，将该平台与现有金税三
期系统的对接，实行数据最大化利
用。据统计，2016 年以来，该平台

已采集国税、工商、互联网原始数
据 1.5 亿条，从线下收集涉税信息
66.4 万条，根据涉税信息查补税款
12.7 亿元，有效地起到了堵塞漏洞
的成效。

此外，省地税局、国税局联合省
公安部门共同建立了公安派驻税务
联络机制，不断深化警税协作，协税
护税网络逐步扩大。

省地税局还积极开拓思路，通过
开展纳税信用等级评比，与银行等金
融机构合作开展‘税银互动’等，引导
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防范税收风
险，实现税收共治。截至目前，我省
已为303户小微企业发放银税类贷
款共5.29亿元，实现三方共赢，助力
海南小微企业发展，助力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

省地税局开创综合治税新局面

通过信息平台共查补税款12.7亿元

本报椰林 8月 7日电 （记者孙
慧 实习生林丹丹）8月7日，2017博
鳌房地产论坛在陵水启幕，来自全国
各地以及海外知名地产人再次相约海
南，从8月7日至8月9日，共同探讨
中国房地产产业的得失成败，如何求
变与创新。

博鳌房地产论坛自2001年举办
以来，已经走过了17载路程，持续关
注中国房地产的发展，每年齐聚众多
房地产领军人物及标杆企业，共同探
讨交流中国房地产的热点话题。

组委会透露，本届论坛关注的主
题是“跨越与去地产化浪潮”。2017
年中国房地产关键词可以说是“求变”
与“创新”，在新的国家市场调控政策
下，房地产企业不断尝试与探索新的
方向，以创新的思维和多元的布局抢
占市场制高点。

组委会还透露，本届论坛邀请
了一众政府协会、经济金融、房地产、
媒体等房地产及相关行业的嘉宾，阵
容强大，包括朱中一、陈淮、孟晓苏、
陈启宗、樊纲、巴曙松、凌克、林中、罗
臻毓、何剑波、施永青等约30多位重
量级嘉宾。

2017博鳌房地产论坛
在陵水启幕

关注跨越
与去地产化浪潮

本报三亚8月7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杨
义兵）优亲厚友、人情扶贫、关系扶贫……记者今
天获悉，三亚市纪委近一个月来深入开展扶贫领
域监督执纪问责专项整治，共发现25名村干部和
19名村民小组干部存在涉嫌违纪违规问题。

从7月8日至7月31日期间，三亚市纪委精
准识贫问题专项整治组，采取信息核对、查阅资
料、入户核查的方式，逐一摸排曾经建档立卡的
2255家贫困户10071名贫困人口，涉及286名村
支“两委”和村民小组干部的家庭成员贫困真实情
况，共发现25名村干部和19名村民小组干部存
在涉嫌违纪违规问题。

三亚市纪委透露，这44名村组干部存在优亲
厚友、人情扶贫、关系扶贫等行为，把不符合扶贫条
件的家庭成员或其亲属家庭，列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贫困人口。对此，该市纪委负责人表示，将对敢
动扶贫“奶酪”的人，实行快查快办、严肃惩处。

三亚开展精准识贫
问题专项整治
发现优亲厚友等44个违纪问题线索

9月1日起，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房屋建
筑工程，须在施工现场安装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施工报建项目建筑面
积20000平方米以上

施工报建项目的施工合
同造价在5000万元以上

制图/杨薇

屯昌“刚柔并济”
保障优待群体权益

本报屯城8月7日电（见习记者唐咪咪 通
讯员邓积钊 余军军）今天上午，屯昌县“关于进一
步加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优待群体服务管
理的实施意见”审议通过。该县计划多措并举，保
障优待群体权益，针对老年人群体的养老难问题，
该县采取刚柔并济的措施。“刚”在于依托各镇养
老院，推进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柔”侧重于提供基
本养老保险、城乡医疗保险、老年人高龄补贴等社
会福利。硬件、软件两手抓，给予老年人生活双重
保障。

在贫困儿童上学难方面，该县将深入开展各
项助学活动，多渠道、多形式筹措资金，确保贫困
儿童特别是贫困女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为帮助下岗妇女再就业，该县将积极搭建就
业平台，增设就业岗位，对失业妇女展开职业培
训，帮助她们重返工作岗位。

对残疾人的救助问题一直是社会焦点。给予
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解决残疾人的看病、住房、
就业、教育等难题，丰富残疾人的文化体育活动，
将是该县努力的方向。

同时，屯昌将建立县镇村三级服务管理体系，
充分发挥各级组织的优势，确保优待群体服务工
作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