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得初级、中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的，分别补贴800元、1300元、1800元

三亚市财政资金支持的市民职业技能
培训补贴，参照此标准执行

失业保险资金支持的
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培训补贴标准

就业补助资金支持的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

培训后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给予 1000元的补贴
培训后取得初级、中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分别给予

1500元、1800元、2200元的补贴
参加创业培训，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的，给予 1200元的补贴

按每人每天50元计算，
根据实际的参加培训时间
为准，最高不超过650元

职业技能培训
生活补贴标准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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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海
冰

本报三亚7月2日电（记者易宗
平）如果就业、创业有“瓶颈”，还等什
么？快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增强自
身能力吧！近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印发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实施办
法，培训对象为16岁至60岁且不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者，最高可补贴
2200元。

三亚职业技能培训补贴，主要是

指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培训取得专
项能力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创业培
训合格证书（证书应由人社部门颁
发，或在人社部门可查询）后政府给
予的培训补贴。分为就业补助资金
支持的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失业保险
资金支持的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培训
补贴、市财政资金支持的市民职业技
能培训补贴。承担职业技能培训的

培训机构由市、区人社部门或就业工
作部门确定。

三亚市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范围
包括：就业补助资金支持的职业技能
培训补贴对象，培训对象年龄为16
岁至 60周岁且不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失业保险资金支持的企业职工技
能提升培训补贴对象；市财政资金支
持的市民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对

贫困家庭成员、农村转移就业劳动
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
培训的，给予培训生活补贴。

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推行职业技能培训
补贴标准，旨在创新职业技能培训补
贴机制，激励广大市民积极参加职业
技能培训，提高职业技能水平，促进
就业创业，增加经济收入。

三亚出台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
最高补贴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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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浪论村那段路修好了，你这两天
多安排些人手和车辆，提前把危房改
造用的石料运到村里，这事可不能拖
拉！”6月 29日中午，太阳灸烤着大
地，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党委书记
刘永辉又抽空来到浪论村查看修路进
展，看到6月初被暴雨冲垮的主干道
基本修好了，当即给危房改造施工队
负责人打电话。

今年王下乡的危房改造任务为
66户，按规定应于今年9月30日前全
部交房。可由于雨季来临，通往王下
乡的山路容易被冲毁，导致建筑材料
等运不进来，工期动辄被耽搁十天半
个月，这让刘永辉颇为担心，隔三差五
就要过来看看危房改造进展。

“只要心里有老百姓，基层再多
难事也不难。”这是刘永辉经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1995年大学毕业参
加工作以来，从十月田镇到王下乡，
刘永辉始终扎根在昌江基层乡镇，一
干就是23年，默默无闻地谱写着青
春无悔赞歌。

情系山区 守护绿水青山

王下乡地处昌江霸王岭腹地，

四面环山，路途陡峭，从县城到乡里
驱车需要 2 个小时。每逢台风季
节，山道容易被冲毁，车出不去、人
进不来，但刘永辉对这个偏远乡镇
的山水和群众，有着一种难以割舍
的感情。

2006年，刘永辉调到王下乡工
作，那年他35岁，父母年迈、孩子年
幼，家里正是需要男人照顾的时候。
刘永辉还清楚地记得，那年县城通往
王下乡的公路还没建成，去王下乡得
绕道霸王岭，从县城到王下乡需要4
个小时。一边是组织调令，一边是亲
人劝阻，刘永辉坦言：“也困惑过，也
动摇过。”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扎根
王下乡。

到任之初，正值昌江农村林业制度
改革关键时期，王下乡作为生态保护
区，总面积345平方公里，橡胶种植面
积1.5万余亩，林改任务居全县首位。

“那时手机信号也不好，进山往
往就意味着与外界失联，在山里呆
上一两个月也是常事。”刘永辉说，
山区生活异常艰苦，他经常和几名
同事，携带着几斤米油就进山开展
林改工作；在林改任务最为繁重的
时候，为了尽早完成农户林地面积
测量工作，甚至父亲病重，他也没能
抽身回家照顾。

为更好地保护这片山林，2006年
开始，刘永辉还积极发动了80名群众
组成联防队，开展生态巡逻保护。

历经数年努力，2010年王下乡顺
利完成林改工作，这期间没有发生一
起砍山、烧山和盗木事件，森林覆盖率
达96%以上，并获评全县先进乡镇。

临危受命 带头迁移祖坟

2016年，刘永辉被任命为王下乡
党委副书记、提名乡长候选人。但刚
上任，他就接到县里的紧急工作安排，
担任叉河镇老宏村迁坟工作队队长，
配合做好叉河镇至霸王岭旅游公路沿
途涉老宏村地块坟墓搬迁工作。

当时，叉霸旅游公路项目进度未
达预期目标，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是
项目途经叉河镇多个黎族村庄的坟
墓搬迁工作。“根据当地的习俗，人一
入土，就不得随意动土。”作为昌江本
地人，刘永辉也深知这个“禁忌”；更
为艰难的是，他家的祖坟也在叉霸公
路建设用地范围内，族兄族弟、家里
长辈也都强烈反对搬迁祖坟，甚至多
次骂他“不懂规矩”。一时间，如何啃
下这块工作“硬骨头”，考验着刘永辉
的智慧与魄力。

面对家人、族人的不理解，刘永辉

没有逃避，而是主动上门挨个劝说。渐
渐地，一个、两个、三个，最终全族人都
同意了迁移祖坟。在刘永辉家族的带
领下，全村党员干部也带头开始迁移坟
墓，一切似乎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哪
知，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原本已经
转机的坟墓迁移工作蒙上了阴影。

原来，带头迁坟的群众刘某某因
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去世了，一时
间，村里谣言四起。在这节骨眼上，不
仅是群众拒绝继续迁坟，就连部分工
作队员也开始“打退堂鼓”。

关键时刻，刘永辉并不气馁，耐心
地找来工作队员逐个谈话、谈心……
这一幕幕真情实意的付出和行动，慢
慢地感化了大家，村民们也从最初的
拒绝、谩骂，逐渐变成积极主动跟着党
员一块迁坟。截至目前，老宏村全村
共迁移了575座坟，叉霸旅游公路项
目也得以继续推进。

脱贫攻坚 发展特色产业

王下乡山多地少，全乡耕地面积
仅有1498亩，多年来一直严重制约着
王下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为王下乡
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带来了不小的考
验。

“以前就晓得种水稻和瓜菜，根本

就赚不到钱，孩子的学费都凑不齐。”
韩永坚是王下乡三派村贫困户，家庭
因学致贫。去年，在乡、村干部的帮扶
下，他将8万元产业帮扶资金入股昌
江玉绿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当年底
就获得分红9600元。上个月，王下乡
腾出一批公益性岗位，韩永坚的妻子
韩慧美被聘为村级保洁员，每月工资
有1000余元。“我再努力学点种植技
能，今年脱贫应该不成问题！”韩永坚
显得信心十足。

自到王下乡任职以来，刘永辉一直
积极鼓励乡、村干部学习借鉴其他市县
做法，因地制宜探索“党建+合作社+农
户”的产业发展模式，2016年，王下乡
将179户贫困户共计184.63万元的帮
扶资金入股合作社发展山鸡养殖产业，
并通过合作社解决王下乡养殖产业产
供销问题，每年为每户贫困户提供
1200元至3600元不等的分红。

此外，刘永辉还积极牵线引进昌
江玉绿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鼓励全
乡83户贫困户加入玉绿宝公司山猪
养殖产业体系。“扶贫先扶智，但‘智’
和‘志’同样重要。”刘永辉介绍，发展
特色产业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2017年，王下乡每户贫困户平均增收
8000元。

（本报石碌7月2日电）

昌江王下乡党委书记刘永辉扎根基层23年，为群众谋福祉

“心里有老百姓，再多难事也不难”

时 间：7 月 7 日 （星 期
六） 上午 9：30—12：00

主讲人：黄茂兴（福建师范大
学经济学院院长、福建自贸区综合
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座主题：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对
标、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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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讲
（总第350讲）

真暖心！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介绍7大举措
助农民住上安全住房

本报海口7月2日讯（记者陈蔚林）今晚播
出的第92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邀请到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陈孝京，为大家讲述我
省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重点举措。

陈孝京介绍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是党中央、
国务院为帮助农村困难群众解决最基本住房安全
问题的重大举措，是帮助农村困难群众实现住有所
居，安居乐业的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课上，陈孝京重点强调了农村危房改造中要
做好的７项工作：一是坚决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所
有贫困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二是坚决精准确定
危房改造补助对象与危房等级；三是坚决防止超
标准进行危房改造；四是坚决防止大量举债建危
改房；五是坚决执行建新房拆旧房政策；六是坚决
执行危房改造工程质量建设标准；七是积极引进
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危房改造。他希望，通过大家
的共同努力，让农村贫困户的危房都得到改造，让
每个村民都能住上安全的住房，过上美好的生活。

海口市住建局农村危房改造领导小组主任符
昕则为大家讲述了海口市在危房改造工程安全监管
方面的创新举措。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收看本
期节目。

高温天！

本周前中期天气晴热少雨
局部最高气温达37℃

本报海口7月2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符晓虹 翁小芳）琼岛已正式进入7月，高温加雷
雨天气依然是本周天气舞台上的主角，记者今天
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一周，前中期天气晴
热少雨，气温较高，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可达37℃；
后期多阵雨或雷阵雨，高温天气有所缓解。

省气象局今天10时30分发布高温四级预
警：未来24小时内，海南岛西北部和东部内陆地
区将出现37℃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有关单位做好
防暑降温工作。

陆地方面，预计7月3日～6日，受西南气流影
响，全岛晴间多云，北半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高
气温西部内陆、中部局地和北部地区35℃～37℃，部
分乡镇可达37℃以上，其余地区33℃～35℃；最低
气温中部山区23℃～25℃，其余地区25℃～28℃。

7月7日～8日，受季风槽影响，海南岛北半部地
区午后有雷阵雨，南半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
全岛大部地区33℃～36℃；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省气象部门本周农事建议，琼岛东半部晚稻应
做好田间管理，防止旬前期高温天气灼伤晚稻幼
苗。高温天气对割胶不利，容易使得割面胶水凝固，
导致低产，应合理安排割胶时间，以及清理杂草，增
加林内通风，降低橡胶林的温湿度，确保产量。

好方便！

“车来了”APP海口上线
公交车辆信息可实时查询

本报海口7月2日讯（记者郭萃）记者从海
口市公交集团获悉，该集团联合“车来了”、海南海
岛聚讯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公交实时查询服务“车
来了”APP日前已上线，这款APP可以准确地显示
公交车离乘客所在的车站还有几站路程，什么时候
到，还可以看到每个站点附近有几辆公交车。

记者体验时发现，“车来了”APP操作界面清
晰易懂，可快速自动定位，只要点开任一线路，它就
会显示下一趟车何时到达；如果车辆有延迟，则会
显示延迟多长时间；线路图页面上，点开某条线路
的“时刻表”则会显示车牌信息。此外，路线图上还
标有红橙绿三种颜色的路段，绿色表示畅通无阻，
橙色代表有点堵车，红色则是堵车严重，用户可以
根据拥堵地图决定是否更换自己的出行路线。

海口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海
口全市的公交车和线路已进入“车来了”APP数
据推送系统，“软件对公交首末班时间，除了从公
交公司得到信息外，还根据每天车辆运行的实际
时间进行实时校准，优化市民出行效率，提高出行
体验。”该负责人表示，“车来了”APP还具有上下
车提醒、规划路线、共享单车和地图导航等功能。

太惊险！

外籍油轮船员突发急病
三亚开通绿色通道救人

本报三亚7月2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
雅琳）7月1日下午，新加坡籍油轮“新威洋”号上
一名机匠突发腹部疼痛急症，三亚边防检查站接
到求助电话后开通绿色通道，及时救助患病船员。

据悉，当天17时许，三亚边检站接到三亚外
轮代理公司的紧急求助电话，对方称从刚果恩戈
马港载运原油至我国营口港的“新威洋”号油轮
上，一名男性船员在途经三亚水域时突发腹部剧
烈疼痛，急需靠岸救治。

接到求助电话后，三亚边检站立即启动船员
救助预案，开通“边检绿色通道”，向患病船员的
陪同人员询问了其既往病史，第一时间向120急
救中心人员反映了此情况，同时联系其他联检单
位为患病船员办理离船入境边防检查手续。当
天19时许，120救护车赶到后，将患病船员送到
三亚市人民医院救治，经检查，该船员患急性阑尾
炎。经过手术及时治疗，这名船员已脱离危险。

本报营根7月2日电（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张璐）近日，在琼中至乐东
高速公路茅坡天桥附近，记者被路两
旁边坡的一个个小孔洞所吸引，这些
直径约25厘米的孔洞中有泥土，整
个边坡还用铁丝网罩住，它们是做什
么用的呢？

“这是为了恢复边坡植被绿化采
用的新工艺手段。”琼乐高速二代建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琼乐高速建设
中形成的岩质边坡坡度陡、立地条件
差，缺乏植被生长恢复条件，是植被
恢复的难点和重点。

为攻克这一难题，项目部专门邀
请了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开展专项
研究，采取综合技术进行植被恢复。
即先对坡面进行整平，清除浮石，并在
凹凸处采用植生板固定；然后在坡面
开挖种植穴，再在坡面挂双层铁丝网
进行客土喷播，并种植适合当地生长
的草、灌木等植物；喷播后，覆盖双层
无纺布；喷播植物生长成坪后，再打开
无纺布，进行更多的花灌木栽植。通
过这种工艺实现岩石边坡顺利恢复，
并形成繁花似锦的景观效果。

琼乐高速是我省“一桥六路”重

点项目之一，也是海南“田字型”高速
公路主骨架中线高速的重要组成部
分。省交通运输厅、省交通工程建设
局围绕省委、省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
发展战略部署，开展2018年“生态公
路建设年”活动，把生态环境保护放
在最优先位置，力求把琼乐高速建成
生态路、景观路、旅游路，目前琼乐高
速全线的景观绿化工程已全面展开。

针对琼乐高速沿线人工构筑物体
量巨大、人工痕迹浓重等问题，绿化时
在植物选择方面坚持运用乡土树种、在
后期施工过程中加强高速公路沿线的

全面生态修复，采用植物柔化的方式弱
化人工痕迹，真正实现“把路修进去，不
要把破坏带进去”。在景观方面，以展
示当地自然风景为主，配置开花乔灌木
为沿线景观增彩添色，并优化植物配
置，采用自然式植物组团，避免植物成
行整列地出现。

此外，琼乐高速还借助服务区、
停车区等设施突出展示当地地域文
化，设置相应的解说牌、休憩等设施，
从而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在服务
区未来经营方面，也将结合当地旅游
开发拓展服务功能。

琼乐高速全线景观绿化工程全面开展

优化植物配置 弱化人工痕迹

7月2日，我省2018年军队院校
招生面试和体检工作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一八七医院体检中心举行，当
天共有符合条件的567名入围军检
资格考生参加面试和体格检查。

据了解，为了确保军检公平、公
正、公开，省军区纪委联合省考试局
组成了纪检公正组在现场督查。值
得一提的是，军检现场还通过抽签的
方式抽选了5名考生家长代表进入
现场监督。同时，参加面试的考生在
面试现场不得携带手机等通讯设
备。 军检结果将于7月4日在海南
省考试局公布，7月5日对具有复检
资格的考生进行复检。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直击军队院校
招生面试体检

省公安厅举行升国旗
暨重温入党誓词仪式
庆祝建党97周年

本报海口 7月 2日讯 （记者良
子通讯员陈炜森 田和新）今天，省
公安厅举行升国旗暨重温入党誓词
仪式，以简朴而庄重的形式纪念建
党97周年。

上午8时，在指挥员的口令下，武
警护旗手护送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迈
着矫健、整齐的步伐，走向国旗台。在
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缓
缓升起，迎风飘扬。参加升旗仪式的
全体民警警容严整、整齐列队，向国旗
庄严敬礼，表达崇高敬意。

随后，一批新党员进行了入党
宣誓，一直辛勤奋战在公安战线各
个岗位的厅机关党员民警重温了入
党誓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