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选三亚优秀专家
可获奖励2万元
申报时间截至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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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广东浩宏拍卖有限公司网络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7月9日10时通过中拍网（http://pai-

mai.caa123.org.cn）在线拍卖平台举行网络拍卖会，公开拍卖海南
电网儋州、乐东等地市报废电力物资一批（保证金5万元，详细起拍
价、拍卖保证金请登录我司网址：www.hhpm.cn查询）。

竞买人报名要求：竞买人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
法人，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
格；必须持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有效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登
记证明》、《废旧金属收购业备案书》等，具体要求详见我司网站公告。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7月4日17时前向我司提交以上资料
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原件备查）办理报名登记。合资格的竞买
人需于2018年7月6日17时前将拍卖保证金（由竞买人对公账户汇
出）汇款至我司指定账户（户名：广东浩宏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广
东华兴银行佛山分行；账号：803880100001176；用途：拍卖保证
金），并登录中拍网（http://paimai.caa123.org.cn）在线拍卖平台注
册并申请参拍。

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7月5、6日，详情咨询我司。
公司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远东路19号十楼。
咨询电话：0757-88352727、88352928，传真：0757-88352911
网址：www.hhpm.cn 微信公众号：gdhhpm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八灶干休所大门西侧国有房屋出租。二层总计

1061.48平方米铺面，计划出租3年。投标人资格要求：（1）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自然人
（法人需提供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
码证复印件，或者三证合一复印件；自然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
件）；（2）参加本项目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
违法记录；（3）购买本项目招标文件并缴纳投标保证金。有意请
于2018年6月27日至2018年7月3日凭介绍信（或委托函）在海
口市美兰区海甸六东路9号华凯江海庭C09铺面买招标文件。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海南政府采购
网》《海南日报》上发布（详见网上招标公告）。招标代理：宁波德
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电话089868503926。

公 告
近期我公司将在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http://

b2b.10086.cn）发布2018-2020搬运服务项目采购比选公
告，并实行网上发售电子版比选文件。有意参加者请于
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7月4日上午9：00-12:00、下
午 14:30-17:30 登录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http://
b2b.10086.cn）进行报名及获取采购文件。

联系人：赵明（电话：0898-32691220，电子邮箱：gp-
dihn@139.com）。

采购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委托招标代理：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18年6月27日

公告
尊敬的吉优传媒用户，互通车管于2018年5月委托吉优传媒

推广互通16.8单次洗车券业务，活动结束后，吉优传媒已将所有
推广款项转账至互通车管账户，依据合同约定互通车管应为吉优
传媒客户提供服务，自2018年6月7日起吉优陆续接到洗车券用
不了问题，当日吉优传媒介入为客户维权，通过各大媒体报道和
工商部门介入之后正常使用，从6月19日起又开始出现客户洗车
券用不了问题，并且对吉优客户态度极差，吉优不容忍我们客户
受委屈和损失，吉优传媒在此做出郑重承诺：吉优传媒自己垫款并
在48小时内给客户退款，今后我们加大对商家审核力度，继续为大
家提供优质低价的产品或服务，请大家放心，只要是我们吉优传媒
推广的业务，如果商家不提供服务或跑路，我们吉优一定会站出来，
不管吉优传媒亏多少，绝对不会让我们的粉丝损失一分钱！

吉优传媒

时 间：6 月 30 日 （星 期 六） 上 午
9：30—12：00

主讲人：龙小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
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福建）
自贸区研究院成员）

讲座主题：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与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0898-65319677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不需要凭票入场）

海南自贸大讲坛讲座
预告2018年第8讲
（总第349讲）

我省城镇从业人员工伤保险费下调

用人单位缴费费率
下调50%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钟
剑勇）记者今日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为进一步降低我省企业用工成本、增强企业发展
活力，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有关通
知，近日该厅与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继续阶段
性降低我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和工伤保险费率。

通知指出，自2018年5月1日起，企业及其
从业人员，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及其从业人员，部队所属用
人单位中无军籍的从业人员，有雇工的个体工商
户及其从业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继续执行19％
的单位缴费比例至2019年4月30日。自2018
年5月1日起，我省失业保险继续执行1%的总费
率（单位0.5%，个人0.5%）至2019年4月30日。
自2018年5月1日起，我省工伤保险在用人单位
（含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现行费率基础上
下调50％至2019年4月30日。

本报那大6月26日电（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谢振安）“6月30日
前完成民主评议规定工作、7月20
日前完成信息采集工作、7月30日
前确定帮扶责任人名单……”今天
上午，儋州市在脱贫攻坚全面排查
转段大会上，进一步明确了脱贫攻
坚工作的相关时间节点和任务，并

研究部署了打赢脱贫攻坚战问题整
改“大比武”相关工作。

记者注意到，儋州市此次明确
的时间节点最晚截至7月25日，在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儋州将会
全力推进脱贫攻坚的各项重点工
作，包括大排查后新增、返贫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民主评议、信息采集及

公告公示等。此外儋州还将在7月
30日前确定扶贫帮扶责任人名单，
并明确了“一户一名责任人、一责任
人负责不超10户”的要求，提升脱
贫质量。

借助此前派驻到扶贫一线的
703名扶贫专干，儋州市在开展全
面排查的同时，加强问题整改工

作。“盯紧一点、想细一点，认识问
题、精准识别。”儋州市委书记袁光
平说，扶贫专干下沉到基层，要借
助扶贫工作的推动开展打赢脱贫
攻坚战“大比武”活动，发现问题迅
速整改，并借“大比武”活动的开
展，进一步推动儋州市脱贫攻坚工
作的有序进行。

寻找临高“最美扶贫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本报万城6月26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陈燕清）今天上午，我省“政
府增信”支持槟榔产业发展现场交流
会在万宁举行，省农业厅、省金融办、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分行及多个市县代
表齐聚万宁，共话槟榔产业发展。会
上提出，将在万宁、琼海、陵水等8个
槟榔产区市县推广“政府增信”模式，
为我省槟榔加工户收购加工槟榔提供
足额资金保障，解决槟榔产业发展资
金短缺问题。

“政府增信”模式即通过政府设立
风险补偿基金，为槟榔产业链上的借
款客户提供担保和风险补偿，省农行
按照风险补偿基金总额放大10倍，向
借款客户发放贷款。省农行还在万宁

配套创新了“政农惠槟榔农户贷”和
“政农惠槟榔产业贷”两个特色产品，
分别服务槟榔产业链专业大户、个体
工商户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小微企
业等，缓解槟榔产业链上的借款客户
贷款担保难问题，帮助农户增收、企业
增效和槟榔特色产业崛起。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5月底，
中国农业银行万宁支行发放“政府增
信 ”槟 榔 产 业 贷 款 450 笔 ，金 额
44055万元，贷款余额17630万元。
模式使用近3年来未产生不良贷款，
有效解决槟榔产业担保难、贷款难的
问题，为万宁槟榔产业发展注入了强
大动力。

省农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

增信”模式不仅流程简化操作快捷，
金融风险也由政银联手承担，加强
了风险控制。此外，该模式不仅可
以通过政府设立的基金增信，其他
方式设立的基金亦可参照使用，易于
复制推广。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我省槟榔
产业资金需求达18亿元，其中很大一
部分需要依靠金融机构融资解决。为
此，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省
农行在与万宁市继续合作支持槟榔产
业发展的基础上，还要与琼海、陵水等
7个市县政府积极沟通衔接，推广“政
府增信”模式，开发更多贷款品种，加
大对规模以上槟榔加工户的贷款支持
力度，为我省槟榔加工户收购加工槟

榔提供足额资金保障，解决槟榔加工
户资金短缺的问题，“这将大大提升我
省槟榔加工户在槟榔鲜果、干果上的
定价话语权，促进我省槟榔产业的持
续健康发展。”

省农业厅相关负责人还建议，各
级金融机构可以结合我省各市县特
色产业，不断创新开发金融服务“三
农”产品。如结合陵水千禧圣女果产
业,结合保亭、琼中南药产业，琼海、
万宁胡椒产业等，继续开发新的特色
产业扶持金融产品，促进我省市县特
色产业发展壮大。探索创新利用农
业设施大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等抵押贷款产品，
破解农村贷款担保难、抵押难问题，

支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支持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

据悉，目前我省已陆续组织实施
了“惠农贷”、“农保贷”等项目，通过政
府出资设立贷款风险保障金，为农业
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
户，以及现代农业产业园、共享农庄和
经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建档立卡贫
困户等用于生产发展的贷款提供担
保，并实行适当的利息和保费补贴，解
决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经营主体和农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据统计，2017年我省金融机构涉
农贷款余额为1471.7亿元，其中发放
5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86.91亿元，惠
及15.66万农户。

截至今年5月底，农行万宁支行发放“政府增信”槟榔产业贷款4亿余元

“政府增信”助槟榔产业“添金”

■ 本报记者 周元

“知姐！”在临高县波莲镇古柳
村，村民们习惯这样和驻村第一书
记陈赛知打招呼。

古柳村是陈赛知所在临高县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对口帮扶
点，2016年起她作为帮扶责任人常
到这里开展工作。村民们按当地习
惯管这位1980年出生的年轻干部
叫“知姐”，其实也包含了对扶贫干
部的敬意和感谢。今年2月，陈赛
知主动请缨来古柳村当驻村第一书
记，大家见到这位熟悉的“新书记”，
仍习惯亲亲热热地用老称呼叫她。

“我挺喜欢‘知姐’这个称呼，这
是大家对我的认可，也说明他们一直
把我当自家人。”陈赛知曾当过12年
乡镇小学教师，说话总是面带笑容、
言语温柔，很容易与人拉近距离。对
村里的贫困户来说，喜欢聆听、乐于
助人的“知姐”更是身边的“贴心人”。

“这是今天一大早摘的黄皮，专
门给你留的！”6月22日下午，古柳
村委会和盛村小组75岁的贫困户
李玉莲一见到陈赛知就笑得合不拢
嘴。李玉莲家是陈赛知的包点贫困
户，一直住的是破烂瓦房，二儿媳妇
前几年和儿子离了婚，留下读小学
的孙子，而小儿子也因为房子的事
谈不下对象，38岁了还没有结婚。

以前一谈到这些事情，李玉莲
拉着陈赛知的手，不知道哭了多少
回。陈赛知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没
事就往阿婆家跑，陪她说话，帮忙张
罗危房改造的事，让她两个儿子参
加村里组织的招聘会外出打工，有
时还为她孙子辅导一下功课。去
年，李玉莲家新修了平房，两个儿子

也都顺利出去打工了，每月都寄生
活费回来。这个长期贫困的家庭终
于迎来了幸福的新生活。

在村干部的眼中，这个县城来
的女书记一点也不娇气。入户下
乡，太阳再大也不打伞，最多戴一顶
帽子就出门，胳臂、脸晒得比一些男
的都黑。陈赛知回县城后，一些久
久没见到她的朋友，第一眼都会惊
呼：“怎么这么黑？”

其实，哪有女人不爱美的。陈赛
知也怕晒黑，以前出门都会带把遮阳
伞。但自从驻村后，她就改了这个习
惯，“村民们都是顶着太阳干活，你打
一把伞在村里走来走去怎么行？会
让人生分、不舒服，不好开展工作。”

虽然皮肤晒黑了，但是古柳村
一天天好起来，这是最让陈赛知欣

慰的事。
“现在村党支部的凝聚力更强

了，制度更加规范，服务意识也更
强。以前村民找村干部，是找谁就
去谁家，现在找村干部，都是到村委
会办公室来。”在古柳村当了20多
年村干部的刘仁心说。

古柳村是整村推进贫困村，土地
少，人均只有1.6亩。陈赛知带领村
干部多头并进，全力推动精准扶贫。

地少，那就把屋顶利用起来。
2017 年，临高县引入光伏发电项
目。陈赛知引导村“两委”把县委县
政府下拨的发展村集体扶持资金
100万元用于发展光伏项目，计划
在村里建设1300多平方米的光伏
发电板，今后20年村集体经济每年
将有10万元的收益。目前，村委会

办公楼、小学办公楼的屋顶已经建
好了400多平方米的光伏发电板。

地少，那就采取“贫困户+公司”
的模式，引导340户贫困户将产业扶
持资金入股三家企业，发展澳洲淡水
龙虾养殖、柚子种植和绿化苗木产
业。“我们村的地少，这三家公司的养
殖、种植基地其实都在别的村子。但
我们通过贫困户入股，在5年至15年
内每年都有几百、上千元的分红。”陈
赛知说。

地少，还可以发展打工经济。
村里组织了1场扶贫专场招聘会，
引进21家企业提供了870个就业
岗位，先后向县内外转移就业608
名劳动力，其中本村人有127名，实
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本报临城6月26日电）

临高县波莲镇古柳村驻村第一书记陈赛知：

贫困户的贴心“知姐”

陈赛知（右）来到贫困户李玉莲阿婆家。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昊 摄

陵水公开招聘
30名编外教师

本报椰林6月26日电（记者李艳
玫 通讯员陈思国）今天记者从陵水黎
族自治县教育与科学技术局获悉，该
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教师30名。

此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
报名时间为6月25日至30日。有意
向应聘人员可登录陵水黎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网站（http：//www.lingshui.
gov.cn/）查阅或关注“陵水教科”微
信公众号，了解招聘相关信息。

本次招聘考核将采取面试形
式，由该县编外教师招聘工作领导
小组对应聘者进行面试，综合考核
应聘者的整体素质，面试时间另行
通知。本次聘用人员全部纳入编外
人员管理，工资标准和在编在岗同
类教师等同。

白沙启动返乡大学生
社会实践活动

本报牙叉6月26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吴峰）今年暑假期间，共青团白沙黎族自治县委
将组织开展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旨在帮助返乡大学生提高就业技能，积累职业经
验。即日起，白沙户籍返乡大学生可以到户籍所
在乡镇团委咨询报名事宜。

据共青团白沙县委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招
募15名爱心志愿者，将安排到困难群体较为集
中的村镇开展关爱志愿服务活动；招募15名社
区志愿者组建成一个团队，奔赴各个社区集中
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同时，还将组织一批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进村入户，开展禁毒宣传志
愿服务活动。

文昌2020年实现建制镇
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本报文城6月26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陈津津）记者从文昌市政府获悉，为全面推进文昌
污水处理进程，持续改善城镇居民生活居住环境，
文昌将统筹规划城镇“污水、污泥、管网”建设，科
学规划和开展建制镇污水收集、处理、排放、再生
利用及污泥处理处置的建设，至2020年底基本建
成覆盖文昌全市建制镇的污水处理体系。

目前，文城污水处理厂、清澜污水处理厂都已
投入使用，龙楼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中。

根据《文昌市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年
实施方案》，未来3年，文昌将对尚未建设污水处
理设施的其他15个建制镇（含镇域人口较密集镇
墟）、文城镇南阳、头苑、迈号3个片区的生活污水
处理厂工程及配套污水收集管网工程，以及铺前
镇、锦山镇、会文镇、昌洒镇、东郊镇、文教镇等6
个中心镇再生利用水厂工程进行建设。

儋州召开脱贫攻坚全面排查转段大会

明确时间节点 部署“大比武”工作

本报三亚6月26日电（记者易
宗平）如果您是取得突出业绩的专业
技术人员和拔尖人才，只要跻身2017
年度三亚市优秀专家之列，将一次性
获得奖励2万元。申报时间从即日起
至7月15日。这是记者今天从三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的。

据了解，三亚市优秀专家选拔条
件包括四方面：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
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模范履
行岗位职责；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在三亚至少工作了4年；业绩有效期
为近4年内在该市工作取得。

选拔对象为全市除党政军群机
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以
外的各类单位中，取得突出业绩的专
业技术人员和拔尖人才（离退休人员
除外）。

选拔对象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是省部级科技进步、科技成果转化奖
一项以上的主要获奖人，其中一等奖
前4名、二等奖前3名、三等奖前2名，
或是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以上的主要
完成人；是省级以上“五个一工程”奖、
其他社科类国家级或省级奖的主要获
奖人，或是省部级优秀精神产品奖、社
科类成果奖两项以上的主要获奖人，
其中一等奖前3名、二等奖前2名、三
等奖独立完成人，或是在国家核心期
刊或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6篇以
上论文，或出版2部以上专著或译著；
在承担市级以上重点工程建设及工业
新产品新技术开发中，达到省内领先
水平，受到省部级表彰奖励。

更多选拔条件信息，可登录三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http：//
hrss.sanya.gov.cn/web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