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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文城11月13日电（记者张
期望 特约记者黄良策）记者今天从文
昌市教育局获悉，《文昌市第三期学前
教育行动计划（2017-2020年）》（以下
简称“计划”）近日出台，扩大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供给，推动文昌学前教育
可持续发展。据了解，今后三年，文昌
将每年通过新建、改扩建2至3所公

办幼儿园，增加文昌普惠性学前教育
学位。

据了解，截至2016年底，文昌市
共有幼儿园109所，其中公办园 29
所。全市公、民办幼儿专任教师991
人，其中在编幼师190人。全市3至5
周岁适龄幼儿22811人，在园（班）幼
儿19709人，其中在公办园（班）幼儿

7070人，占全市在园（班）幼儿比例的
35.9%，学前三年入园（班）率为
86.4%。

“计划”提出，到2020年，文昌将
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建立起覆盖
城乡、布局合理、资源充足、公益普惠、
公办与民办协调发展、管理规范的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每年新建、改

扩建2至3所公办幼儿园，认定一批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增加普惠性学前
教育学位。

“计划”提出，争取至2020年，学
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0%以上，
在公办幼儿园就读的幼儿人数占在园
幼儿总数的比例达到40%以上，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幼儿园和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在园幼儿
总数的比例）达到80%左右。普遍建
立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与运行保障
机制。建设一支稳定、合格、专业的幼
儿师资队伍，教师参与职称评聘比例
大幅提升。探索建立幼儿园保教质量
评估监管体系，办园行为进一步规范，

“小学化”现象基本消除。

文昌推动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

今后三年每年建2至3所公办幼儿园

本报临城11月13日电（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姚少龙 任桐 张
茂）11 月 13 日，“发现美好新海南
——2017全国重点网媒海南温暖之
旅”大型主题采访活动采访团一行走
进临高，来自全国60家重点网站、知
名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的编辑记者
们，先后深入到美巢古村落、文澜文化
公园、临高角解放公园等临高代表之
地，感受临高风景与文化之美。

临高角是解放海南渡海登陆战的
重要登陆点之一，如今的临高角不仅
因战争历史而令人敬仰，那里的海更
是别有一番味道。临高角三面环海、
岬角顶端有一片长250米的天然拦礁
石堤直伸大海，古有“仙人指路”之
说。随着近些年国际旅游岛的发展，
更多临高的美景被发掘了出来。以美
巢古村落为例，该古村在一个个村民
口耳相传的故事中披上了神秘的面
纱，引得众多游客慕名前来。长城新

媒体集团记者张亚宁说：“美巢村的村
民把古迹保存得非常好，来到这里听
村里人讲述曾经的故事，仿佛穿越回
到古代。”

13日下午，伴着绵绵细雨，网媒
行记者来到临高文澜文化公园，现场
领略临高传统渔歌哩哩美表演以及临
高人偶戏表演。据了解，哩哩美是流
传于临高渔民中的一种汉族民歌种
类。因其多用衬词“哩哩美”和相关传
说，也称“哩哩美”“哩哩妹”，同时，哩

哩美渔歌也是渔家男女老少生产生活
中所吟唱的歌谣，已入选第三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临高人偶戏是全
国唯海南独有、世界少见的稀有剧种，
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

说起临高的美食，人们一定会想
到临高烤乳猪。网媒行记者吃到了临
高著名的烤乳猪，大家纷纷表示：“外
皮很酥，肉质香嫩不腻，临高的烤乳猪
果然名不虚传，真是太好吃了。”此外，
网媒行记者吃到临高本地名小吃韭菜

饼时，也纷纷给予了好评。
此次活动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南海网承办，临高县委宣传部、昌
江黎族自治县委宣传部、东方市委宣
传部、五指山市委宣传部、三亚市崖州
区委宣传部、海南森林城市度假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海南棋子湾开元度假
村、海南海品集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水果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
三厨新海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共同
协办。

醉美临高渔歌唱晚 美景美食与文化交相辉映

陵水局部地区突降冰雹
为该县气象站建站以来第一次

本报椰林11月13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
员黄艳艳 王天宇）“我们这里竟然下起了冰雹，我
还是头一次见到。”今天上午，一场雨突袭陵水黎
族自治县提蒙乡远景村、本号镇长埇村，期间还下
起了两三分钟冰雹。

今天上午9时30分左右，远景村下旺村民小组
的村民周仕茂正在自家的塑料大棚内打理圣女果
苗。当时冰雹砸到塑料大棚上发出了“乒乒乓乓”
的声音，他原本以为是别人在乱扔小石头，但仔细
查看发现并不是小石头，而是从天而降的冰雹。

“我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冰雹，这次是第
一次见到实物。下的冰雹同手拇指一样大小，落
在地上不久就融化了。”周仕茂说。当地的许多村
民都是第一次亲历冰雹天气，纷纷拿出手机录制
视频分享到朋友圈。

据陵水气象局有关工作人员介绍，本次下冰
雹的区域为本号镇和提蒙乡的交汇处，持续约3
分钟。下冰雹的原因可能是受第24号台风“海
葵”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产生强对流空
气，加上零度层较低，使水气凝结形成。自陵水气
象站1955年建站以来，首次有下冰雹纪录。

本周全岛将有明显降温

最低气温达15℃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许嘉 翁小芳）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
计本周全岛前期多阵性降水，中期以多云天气为
主，后期受强冷空气影响，全岛降温明显。

陆地方面：14日至15日，受弱冷空气影响，
海南岛北部局部、中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西部
和南部地区多云；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
25℃至28℃，五指山以南地区29℃至31℃，全岛
最低气温21℃至24℃。

16日至18日白天，受偏东气流影响，全岛以多
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8℃至32℃，最低气温维持。

18日夜间至19日，受强冷空气影响，海南岛
五指山以北地区有小阵雨，五指山以南地区以多
云天气为主；气温下降较明显，最高气温降幅可达
6℃至9℃，五指山以北地区可降至21℃至24℃，
五指山以南地区25℃至27℃；最低气温内陆地区
15℃至17℃，沿海地区18℃至21℃。

省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前中期西部地区以多
云天气为主，该地区成熟晚稻应及时收割、晾晒和
入库。后期受强冷空气影响，夜间气温较低，橡胶
割胶时间延至天亮后进行，避免胶水长流严重，易
感染病害和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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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巡察利剑
形成震慑作用

琼海市委高度重视巡察工作，去
年8月建立巡察工作制度，围绕“巡察
全覆盖，监督常态化”的目标，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落地生根，打通党内监督

“最后一公里”，通过铁面监督、剑指问
题，使被巡察单位深受触动，干部反响
强烈，巡察震慑力度彰显。

按照琼海市委研究确定的73个
巡察对象和工作部署，截至目前，琼
海市已对16家单位党组织开展4轮
巡察。

琼海市巡察组在工作中聚焦全
面从严治党，紧扣“六大纪律”，紧盯

“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
从严治党不力”三大问题，对以权谋

私、优亲厚友、雁过拔毛、虚报冒领等
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问题为重点，通
过听取汇报、查阅台账、走访群众、个
别谈话等方式下沉一线了解情况，先
后开展个别谈话702次、受理来信来
电举报261件、查阅财务凭证等相关
资料6398份，走访调研304次，对于
巡察发现的问题，要求被巡察单位即
知即改。

琼海市巡察组负责人介绍：“通过
今年巡察发现，有些单位落实‘三重一
大’制度不到位，有些乡镇村委会未执
行‘四议两公开’制度，存在虚报工程
增加量致使工程总价飙升，有些村两
委干部违规领取补贴。针对这些群众
关注度高的问题，琼海市着眼于用好
用活巡察成果，既给党员干部敲响了
警钟，又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截至目前，琼海市巡察组共发现

问题359个，问题线索44件涉及50
人；立案4件4人，其中1人涉嫌犯罪
已移送司法机关，诫勉谈话7人，批评
教育2人，谈话提醒1人；其他线索目
前正在处置中，巡察形成的震慑作用
初步凸显。

坚持抓早抓小
把纪律挺在前面

琼海市纪委全面聚焦主责主业，
强化日常监督，坚持抓早抓小，积极践
行“四种形态”，让规矩和纪律立起来、
严起来，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
为常态。

“派驻纪检组这次查处公车私用
问题，对我们财政局党组和干部职工
都是一种警示和教育，我们将举一反
三，抓好教育管理和监督，发现问题，

限期纠正整改，增强党员干部遵纪守
法、勤政廉洁的自觉性、警觉性。”琼海
市财政局负责人表示。

“不能等犯了错再秋后算账，要做
好前期预防工作，发现苗头性倾向性，
就要找当事人多谈谈，或是在会上让
他红红脸出出汗，使得党员干部守住
底线，防小错酿成大错。”琼海市委常
委、纪委书记徐瑞新多次强调道。

琼海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琼
海市纪委注重转变执纪理念，把纪律
挺在前面，坚持抓早抓小，及时发现党
员干部身上苗头性的小问题、倾向性
的潜在问题，第一时间打招呼，采取函
询、谈话、诫勉等适当方式进行处置，
改变过去以查大案要案论英雄的政绩
观，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对监督执
纪过程中发现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问
题，注重用好“第一种形态”，加大谈话

函询力度。
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琼海市

纪委充分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
态”，共诫勉谈话96人，通报批评103
人，谈话提醒458人，批评教育484
人，函询113人，使“咬耳扯袖、红脸出
汗”成为常态，做到没有问题早防范，
有了问题早发现，发现问题早纠正。

据统计，十八大以来，琼海市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 87
起 146 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20人。

琼海市纪委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成果，驰而不息纠“四风”，强化监
督执纪问责，坚持正风肃纪，净化政
治生态，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度和
力度，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
效和变化。 （策划/草帽 文/李芬）

琼海：强化监督执纪 净化政治生态
琼海市博鳌镇一农家乐负责人符某，原

来是嘉积镇一酒店负责人。对于自己身份的
转变，符某说：“近年来，‘三公消费’明显少
了，我就把酒店转让出去，来博鳌开了家农家
乐，专门做游客生意，生意又恢复了往日的红
火。”

符某成功转型的经历，是琼海市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全面从严执纪和
监督执纪成效显著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琼海全市上下共同努力，把执行
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到每个党员干部身上，坚
决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案件和“四风”问题
案件，带来了全市党风政风民风的持续向好
变化，社会上攀比浪费少了，勤俭节约多了，
人民群众的批评少了，点赞多了，琼海形成了
党风、政风、民风风清气正的良好态势。

日前，在位于琼海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一龄生
命养护中心，市民游客在体验养生项目。

据了解，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集新型医疗技术、特色治
疗、生物医学、再生医学、综合抗衰老和旅游医疗度假于一体，提
供抗衰老维护、生命养护、生命品质改善服务。

先行区一期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基本完成，累计完成投资11
亿元，11.5公里长的6条道路全面通车。通过医疗技术评估的
39个项目中，已在干细胞临床研究、肿瘤治疗、医美抗衰、辅助
生殖等4个方面初步形成产业聚集。2017年以来，先行区接待
客商、游客达1.5万人次。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博鳌乐城：

体验“生命养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