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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五指山11月 28日电 （海
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高鹏）11月
27 日至 28 日，“改革开放看海南”
2018年全国融媒体海南行大型采访
活动走进五指山市，采访五指山市
的旅游资源，了解该市旅游产业的
发展现状。

全国60余家重点新闻网站、新

闻客户端的编辑记者及摄影记者们
参观了五指山市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五指山市电子商
务公共服务中心、五指山红峡谷文化
旅游风景区。

在五指山市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一张张静态的照片让采访团成员走
近那段硝烟弥漫的烽火岁月；在海南
省民族博物馆，采访团成员还了解了
黎族汉族语言互译系统、虚拟换衣系
统、虚拟竹木乐器体验系统和虚拟民
族服饰制作系统的运用。

在五指山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采访团成员看到五指山特色农
产品经过精心的包装，摇身一变为

“拿得出手”的旅游伴手礼。
“在五指山市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深入地了解琼崖革命的历史，这
种红色旅游文化会让每一名游客收
获很多。”陕西传媒网记者陈怡文
说。多彩贵州网记者吴思晶说，当看
见自己身穿黎族传统服饰的照片出
现在屏幕上时，能很明确地感到海南
民族文化的内涵与延伸，海南省民族

博物馆展出的文物、提供的互动方
式，就像一部纪录片似的，宏伟而又
细致地向参观者展示了海南少数民
族的生活习俗、人文风情。

11月28日晚，五指山市旅游资
源全国网媒推介会上，采访团成员了
解到，五指山拥有丰富的山地、雨林、
民族文化等旅游资源，是进行森林生
态游、康体养生游、户外拓展游、民族
风情体验游的绝佳去处。2018年上
半年，五指山市共接待游客100.19万
人次，同比增长11.21%。

广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05执1135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天泓基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张燕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2017）琼
0105民初8503号民事判决书，执行标的金额为220000元（违约
金另计）。因被执行人张燕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院依法查封了其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海长绿地
缤纷城A区3号楼7层3-703房（合同备案号：L00270925），现
拟进行处置。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18年11月29日

废旧PS版处置
招标公告

我公司对废旧PS版处置进行招标，总量大
约30吨，欢迎具有回收资质的厂商前来投标。
标书领取时间是即日起至12月7日止。

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五楼。
联系人及电话：
潘女士13976080208
林先生13876700807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2018年11月
28日08:30—18：00已对华为4K机顶盒（型号为
EC6108）进行版本升级，不影响电信电视观看。仅
在用户重启机顶盒时会提示升级，升级过程大约3
分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
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8年11月29日

绿地集团海口置业有限公司关于限期办理
原海外滩项目营销合作结算事宜的公告
各合作供应商：

为及时解决原海口龙华区绿地海外滩项目遗留的营销合作
事宜，请曾与我司有海外滩项目营销合作往来、但仍未办理完毕
结算及款项支付的供应商，于本月底（即11月30日）前及时与我
司取得联系，备齐相关活动往来中供应商所产生的费用清单及
证明材料，并共同协商解决相关合同清算问题，逾期未联系我司
的，视为相关营销合作往来已完成结算且付款完毕、双方确认无
纠纷、各相关合作供应商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66689555

绿地集团海口置业有限公司

改革开放看海南
——2018年全国融媒体
走进自贸区自贸港大型采访活动

关注党报党刊发行

临高部署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个性化服务扩大征订范围
本报临城11月28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张永花）近日，临高召开相关会议部署了临高
201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党报党刊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切实增强做好2019年度党报党刊发
行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临高各级党组
织要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
都要订阅《人民日报》、《求是》杂志、《海南日
报》《今日海南》《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党报
党刊。

临高还计划借助“村邮站平台”和“邮政便
民服务站平台”，拓宽农村地区党报党刊收订的
渠道，推行“微信订报”“QQ订报”“电话订报”

“敲门订报”等个性化收订服务，努力扩大党报
党刊的征订范围，为广大群众订阅党报党刊提
供便利条件和良好服务，满足不同层次用户的
需求。同时要规范报刊发行秩序，认真解决报
刊投递中存在的问题，以优质的服务、扎实的作
风赢得订户，吸引订户，努力扩大党报党刊的社
会覆盖面。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海南本地有句俚语：‘父好好一个，
母好好一窝’。也就是说女孩在家庭中
将以自身的道德品行、文化素养潜移默
化地影响下一代。不让一个女孩因贫
困失学，正是我创办扶贫巾帼励志中专
班的初衷。”11月28日，刚获得“全国脱
贫攻坚奖创新奖”的海南省经济技术学
校校长张毅生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扶贫巾帼励志中专班创办近10
年来，以一种新型职业教育扶贫方式，
犹如春雨无声润物，浇灌“希望之花”。

扶贫巾帼励志中专班的创办缘起
于2009年张毅生的一次调研。2009
年，张毅生任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校
长，对全省中职教育生源情况开展调
查，发现60％左右的农村贫困家庭没
有经济能力送初中毕业的女生继续上
学，她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城打工

挣钱补贴家用，但由于未受过职业技
术培训，只能从事收入微薄、简单繁重
的体力劳动，返回农村后经济收入中
断，生活又陷入困境。

“我生于农村，我的两个姐姐就是
为了让我上学读书，小学时便辍学打
工，我至今都感到十分愧疚！”张毅生
说，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随后，他在向
省教育厅、省扶贫办和省妇联等单位
请示协调后，提出了“面向贫困家庭女
孩招生，创办扶贫巾帼励志中专班，探
索教育扶贫新路子，学技术，立志向，
帮助家庭脱贫致富，过上有尊严的生
活”这一职教扶贫办学模式，明确了

“免除贫困女孩三年学费、住宿费等，
每月补助生活费就读职业教育，凭技
术优质稳定就业”目标。同时，省直单
位大力支持帮助，省教育厅将中专班
纳入中招教育计划，省扶贫办把班里
部分学生纳入“雨露计划”进行资助，

省妇联把此模式与“省妇联万名新型
女农民培养计划”结合实施，形成了教
育扶贫的强大合力。

为了让更多的贫困女生享受到政
策红利，张毅生每年发动全校教师组
成18个宣传队进行政策宣讲，覆盖全
省320所非重点初中学校，这样的宣
讲已坚持近10年。“多一个孩子听到
我们的宣讲政策，社会就多一朵‘希望
之花’！”张毅生负责宣讲的是儋州片
区的初中学校，今年4月27日上午7
时，他的父亲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张毅
生将他送到儋州市人民医院后，仍按
原定计划到儋州市民族中学给贫困学
生宣讲招生政策。上午10时，当他返
回医院时，父亲已被送到重症监护室，
后一直昏迷不醒、不幸去世。“我没能
听到父亲的遗嘱，至今感到难过。”

学生招来了，为了让学生无后顾
之忧，安安心心上学，张毅生四处奔

波，多方筹集助学资金。2009年至
2014年，省扶贫办先后资助了1900
万元，省妇联发动海南成美慈善基金
会、北京新发展慈善基金会、长江商学
院第十五期学员共捐赠了380万元；
他还积极协调合作企业给予扶贫赞
助，并利用学校自有经费，共筹集了
900万元，给予部分贫困女生每人每
月150元至350元不等的助学金。

结合就业形势和学生兴趣爱好，
张毅生还开设了饭店运营与管理、美
容美发、中西餐烹饪、电子商务、平面
广告设计等十余个契合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的专业，拓宽了就业渠道。
同时，他牵头组建了“一校百企”合作
联盟，每年各企业可给贫困学生提供
3000多个工作岗位，毕业生就业率在
98%以上，学校连续6年被评为“海南
省大中专就业工作优秀单位”。

11月28日，张毅生参加了在海

口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国际饭店业大
会暨海南校企合作洽谈会”，会上他作
了8分钟的发言，希望校企合作为学
生提供勤工俭学的岗位。“一个下午的
时间，就有十几家企业和我‘订人’，这
样不仅能大大减轻学生家庭负担，补
贴学生生活费用，也让学生提前掌握
技能、走上岗位。”

如今，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扶贫巾
帼励志中专班的模式在全省得到推广
和复制。截至目前，全省39所中职学
校开设了124个扶贫励志班，对4038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实施精准施
策、精准培养、精准就业、精准脱贫。

“扶贫巾帼励志中专班的创办原
本是10年为期，但是接下来，我打算
向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扶贫办申请再
延期2年，助力到2020年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张毅生说。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校长张毅生创办扶贫巾帼励志中专班

教育扶贫浇灌“希望之花”

《脱贫攻坚大决战》
明天开播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余梦月）根据省委要求，
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策划推
出的我省首档服务脱贫攻坚综合新闻
类周播节目《脱贫攻坚大决战》将于
11月30日正式开播，播出时间为海
南综合频道每周五19时25分、旅游
卫视每周六19时35分,每期节目时
长30分钟。

节目由3个主要板块构成：《聚焦
扶贫》集中播发党中央以及省委、省政
府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会议、决
策部署、指导要求等；《榜样的力量》讲
述海南脱贫攻坚先进榜样、致富典型，
营造海南脱贫攻坚比学赶超浓厚氛
围；《一起去扶贫》则号召社会力量加
入组建“爱心扶贫大使”团，针对贫困
群众面临的产品销售、就业困难等问
题展开一对一帮扶。

全国融媒体海南行走进五指山

游翡翠山城感受红色旅游魅力

关注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记者孙

婧）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即将于12
月9日至16日在三亚举行。其中将
于12月12日到15日举行专业性、国
际化的论坛峰会，是本届电影节的重
要主体内容之一。海南日报记者28
日从电影节组委会了解到，峰会包括
国际电影节主席论坛、国际制片人高
峰论坛、国际电影教育论坛、国际影
评人论坛、文化法治与产业保障圆桌
会、大师嘉年华、青年电影B计划等

众多环节，旨在集聚各地区电影艺术
家、制作机构的智慧与力量，共谋电
影产业的健康发展之路。

其中国际电影节主席论坛，已确
定出席的有东京国际电影节主席久
松猛朗、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顾问及
前执行总监高思雅、戛纳电影节“导
演双周”前任主席爱德华·温托普、多
伦多国际电影节产业总监凯瑟琳·德
拉姆等多位资深电影从业者。他们
将从自身经验出发，共同探讨电影节

的意义、发展及特性，以及世界电影
的多元创作，同时为未来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更好举办建言献策。

中国电影市场作为全球第二大
电影市场，也是一个面向全世界开放
发展的市场，在“以我为主”的前提
下，应积极同国外有经验的电影人合
作，推动电影资本跨国合作，产出更
多具有全球视野和关注度的优秀电
影作品。

国际制片人高峰论坛将邀请行业
精英解码电影工业的基础与规则。德
国电影融资人约瑟夫·班德迈尔、美国
电影制片人麦克·培瑟、法国著名电影

制片人菲利普·博伯等将担任主讲嘉
宾，发表真知灼见。

此外，来自RBAC亚太电影研究
院、澳大利亚国家广播与电影学院等
国内外著名电影高校和电影研究机
构的院长、教授，将在国际电影教育
论坛中共享电影教育经验，为影视人
才的培养提供更好思路。文化法治
与产业保障圆桌会，则汇集了来自英
国、法国、日本、韩国等众多国家的相
关领域知名学者，就电影产业的版权
保护制度、法律奖助制度、国际贸易
制度，以及明星片酬的税收法律制度
等方面展开探讨。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论坛峰会12月12日至15日举行

业内翘楚将聚鹿城 共谋电影产业发展

11月21日，位于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的琼中荣岛槟榔产
销专业合作社槟榔收购站，农
户正在把槟榔装袋。

据了解，琼中实施槟榔大
宗农产品单产效益提升计划，
强化科技帮扶，注重抓好槟榔
病虫害防治工作，积极探索发
展林下经济，提高橡胶、槟榔
等传统支柱产业单产效益，实
施槟榔等产业单产效益奖励
政策，建立效益与奖励衔接机
制，按槟榔鲜果0.2元/斤给予
奖励。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琼中实施单产效益奖励政策

种槟榔 领补贴

儋州特刊反响强烈

“我看到了
不一样的儋州”

本报那大11月28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李珂）“我看到了不一样
的儋州！”读者余泠对海南日报记者
说。28日，海南日报推出《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特刊儋州篇》
（以下简称儋州特刊），共16个整版。
余泠看后，对今天的儋州新貌惊叹不
已，对儋州未来发展更是充满了期待。

余泠来自上海，因为工作关系常
来儋州。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儋州
特刊让她充分了解了儋州，完全刷新
了她对儋州的印象：儋州是一座现代
化的城市，城市绿树成荫，生态环境非
常好；旅游资源独特，有全国罕见的冷
暖氡泉，有全国罕见的火山岩海岸线；
儋州文化底蕴深厚，还举办过不少国
际体育赛事。她相信，通过儋州特刊，
人们对儋州的印象将变得更为丰富，
能对儋州产生二次兴奋点。

在省委机关工作的李光荣十几年
前曾经在儋州工作过，已经多年没有
回儋州看过了。看了儋州特刊后，他
惊讶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没想到儋
州变化这么大。在他的印象中，儋州
以前没有什么大型文体活动，现在居
然办了多届国际马拉松赛和国际象棋
顶级大赛，今天的儋州发展让人刮目
相看。

吴文生是土生土长的儋州人，是
名摄影发烧友。他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虽然他拍了很多儋州的图片，但看
了儋州特刊，他还是感到震撼，觉得以
前对家乡了解不够。作为儋州人，他
也感到特别自豪，对儋州未来的发展
更有信心。

本报五指山11月28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
员张栢宁）11月28日下午，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

“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宣讲报告会走进了五指山
市，该市基层党支部党员干部等400余人到场参
加了此次宣讲会。

据介绍，此次宣讲团成员均是来自全省各行
各业的基层一线工作者，包括三沙卫视记者王俊
皓、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民警刘超、海口广播
电视台主持人薛烨等8人。他们分别从不同侧
面，用生动平实的语言阐述了自己对“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的理解，讴歌身边无私奉献的先锋本
色，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民警刘超动情地
讲述，去年在海口美兰机场，边检民警用身体为一
位羊水突然破裂的产妇撑起了临时产房，当孩子
的哭声与周围旅客的掌声响起时，他们用行动温
暖了那个冬夜。

“虽然身处不同的岗位，但是听到他们的事
迹，我们深受启发，如何做好本质工作看似平凡，
但是如何令大家满意，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五指山市基层党员莫湘湘说。

“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宣讲报告会
走进五指山

扛起为人民服务的担当

◀上接A01版
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海口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口市城市环境卫生管
理办法>等三件法规的决定》审议意见的报告；听
取关于召开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议《海南省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列席人员范围（草
案）》；听取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
专项报告；书面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2017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关于解
决我省五个华侨农场职工社保遗留问题采取的
政策及其实施效果的专项工作报告；听取关于我
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情况的报告；听取
关于我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书面审
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城镇内河（湖）水污
染治理实施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基
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海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人民法院
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听取关
于全省检察机关加强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
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检查《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海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实施情况
的报告；听取关于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
办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资格的报告；听取关于提请审议有关干部职务任
免的报告。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沈丹阳，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陈凤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省监
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省人
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省人大法制
委员会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各
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同志，部分省人大代
表，各市、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以及
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常委会组成人员当
天下午开始对各项议程进行分组审议。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七次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