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杨帆 唐铭慰

近年来，海南省残联、海南省残
疾人基金会联合爱心企业家以及社
会各界人士，通过培育社会助残组
织，探索“造血”型精准扶贫，帮助残
障人士解决创业、就业问题。椰壳工
艺品厂、椰音工艺有限公司等几十家
残疾人创业就业基地纷纷涌现……

海南全省有50多万名残疾人，
他们的潜能需要激发，海南省残联通
过扩展椰雕项目，努力实现让残疾人
在家门口就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
就业梦，提升幸福感。

“做好残疾人就业工作，发挥残
疾人潜能，能使残疾人从单纯依赖国
家、社会和亲属救济、供养变为自食
其力的劳动者、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根本上
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海南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种润之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为了帮助更多的残疾人自食其
力，实现就业创业，让困难残疾人早
日脱贫致富，近年来，海南省残联大
力扶持勇于创业、敢于创业的残疾
人，给予每个残疾人每次5000元的
生产扶持基金。同时，大力开展技术
培训，根据残疾人的求职方向和意向
提供不同的技能培训，并对即将上岗
的残疾人免费提供岗前培训。

在省残联的大力推进和爱心企
业的帮扶之下，4年来，全省50多个
残疾人基地带动全省两万多名残疾
人实现创业就业梦想。

她们实现了就业梦

“这里的人对我很好，他们是我

最好的朋友。这份工作是我人生中
第一份工作。”在海南残服爱心小椰
壳工艺工作室里，今年21岁的燕子
一边串珠子，一边用不是很清晰的语
言说出了这段话。由于患有自闭症
和强迫症，燕子的内心曾颇为自卑，
从不主动与人交流，更不能外出工
作。为了让她有机会走出家门，走向
社会，燕子的家人在得知小椰壳工艺
工作室招收残疾工人后，便带着她来
应聘。

工作室收下了燕子。但对于从
未走出过家门的燕子来说，适应集体
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她经常大哭大闹、摔东西、发
脾气，闹着回家，不会好好坐下来
学习。”海南残服爱心小椰壳工作
室隶属海南残服爱心创业管理有
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吴佳佳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燕子刚来时经常排
斥、拒绝同事的帮助，甚至躲在工
作室的角落生闷气，别说制作工
艺品，连面对面与人沟通都是件
难事。

为了帮助燕子，工作室的老员
工轮番上阵，不停通过安慰、引导的
方式让燕子接纳大家、接受这份工
作。2年时间，燕子从一个“爱生闷
气”的小姑娘，逐渐成长为了爱逗人
发笑的“开心果”，并且能独立完成
工作。

在海南残服爱心小椰壳工艺工
作室的展销台内，摆放着椰子碗、椰
子勺、椰壳公仔、花篮、椰壳提包等近
200种款式。据了解，海南残疾人制
作的精美椰雕制品曾亮相哈萨克斯
坦世博会、浙江义乌世界旅游商品博
览会、深圳文博会等多个国内外大型
展会，拿过国家级金奖，远销海内
外。海南残疾女大学生创业团队的

创业项目已解决102名残疾人和18
名残疾人子女就业，通过这些项目的
培训，先后辐射带动近500名“残友”
就业创业。

“残疾人就业、创业真的非常艰
难。”吴佳佳也是名肢残残疾人，她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残疾女大学生创业
团队的成员都经历过求职的艰难历
程。3年前，在她们求职四处碰壁时，
省残联投入资金帮助她和十多名残疾
女大学生组成了海南残服爱心小椰
壳工艺工作室。从不足7平方米的手
工作坊到生产、包装、销售一条龙的企
业，她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他想帮更多“残友”圆梦

“很多残疾人身残志坚，吃苦耐
劳，并且自食其力的渴望非常强
烈。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帮助残疾
人掌握一技之长，让他们更好地就

业创业，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海
南椰雕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必
弟说。

张必弟来自琼海嘉积镇，是位肢
残残疾人，这些年来他大胆探索，将
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利用海
南本地丰富的椰壳资源开发椰雕数
码产品，成功研发出一系列集欣赏性
和实用性于一体的椰雕音箱、椰雕香
炉、椰雕餐具、摆件等。

2016年，张必弟不仅创办了海
南椰雕工艺品有限公司，还与海南残
服创业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开办
了海南残服爱心椰音文化有限公司，
并在海南残疾人创业一条街和琼海
开办培训基地，培养残疾人学习椰雕
等手工技艺。

“我希望带动海南特色手工艺品
发展，带动残疾人就业创业。”张必弟
如此说到。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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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将新增14所学校
增加中小学幼儿园学位超两万个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记者叶媛媛）海南
日报记者29日从海口市教育部门获悉，2019年
海口市预计新增公办学校14所。投入使用后，海
口市将增加中小学幼儿园学位超过两万个。此
外，海口市还通过改扩建、迁建等方式扩充学校容
量，增加学位，缓解入学压力。

新增的海口市直属学校为长彤学校、长滨小
学。其中，长彤学校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设学
位1620个，初中1200个，学校占地面积75亩；长
滨小学学位1620个，占地面积37.5亩。

秀英新增区属学校有康安学校、康安幼儿
园。其中康安学校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学位
设1600个，初中1200个，学校占地70亩；康安幼
儿园位于永和花园小区内，共有450个学位。

龙华新增区属学校有八灶配套幼儿园、盐灶
配套幼儿园、博义配套幼儿园、坡巷小学、面前坡实
验学校，前四所学校新增学位分别为360个、360
个、270个、1620个。面前坡实验学校为九年一贯
制学校，将新增小学学位1620个、初中900个。

琼山新增区属学校有凤翔幼儿园、海口市凤
翔学校、椰博小学。其中，凤翔幼儿园新增学位
540个；凤翔学校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设学位
1620个，中学1200个；椰博小学将新增学位1800
个。美兰新增区属学校为桂林洋中心幼儿园、英才
小学滨江分校，分别新增学位450个和2700个。

本报海口 11月 29日讯 （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孙永超 曾滢西）海南
日报记者29日从省卫健委疾控处获
悉，四价流感疫苗第一批海南省共采
购1.5万支，目前5000支已到货，另
外1万支一周内到货。“下一步，我们
会根据群众接种需求情况，协调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局统筹调度疫

苗，做好供应保障。”省卫健委疾控处
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海口市民可到就近的预
防接种门诊进行预约，也可到海口市
疾控中心东湖接种门诊、海口市妇幼
保健院接种门诊、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接种门诊等几个比较大的接种门诊进
行接种。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季
节性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经海南省疾控中心评估认为，
当前我省进入流感流行季节，流感流
行水平总体处于中等流行水平。

对此，海南省加强流感监测工
作，全省9家流感监测哨点医院和5
家流感网络实验室全年开展流感样

病例流行病学和病原学监测工作，
及时掌握海南省流感活动水平和病
毒型别变化；近期下发了加强流感
防控工作的通知，部署全省做好流
感病例的监测、报告、医疗救治、聚
集性疫情调查处置、疫苗接种、宣传
教育等工作。

省疾控中心传染病控制所副所

长、主任医师金玉明表示，接种流感
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四价
流感疫苗比三价流感疫苗预防的病
毒多一种，适用3岁以上人群接种，
可预防甲（A）型 H1N1、H3N2、乙
（B）型 V 系病毒、乙型 Y 系流感病
毒。通常接种流感疫苗2-4周后，可
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

我省首批四价流感疫苗到货
目前有5000支，3岁以上人群可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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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国际残疾人日

本报石碌11月29日电（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高鹏）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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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
和昌江黎族自治县，采访团成员了解
了东方热带高效农业和旅游业的发
展情况，并探访了昌江热带雨林。

“我了解到，这里一年前还是
一片荒滩，现在东方索契酒店已经
建起来了，看得出当地政府只争朝
夕抓发展的劲头。”在东方市板桥
镇金月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内，广西
新闻网编辑张舒琪告诉记者，东方
索契项目很有特色，设置的8个功
能厅展示了不同文化的丰富内涵，
如中国厅有一幅用纽扣编成的壁
画，很有创意，屏风等装饰也很“中
国风”。

采访完东方的旅游项目后，采

访团来到位于东方市大田镇的火龙
果种植基地的海南北纬18°果业有
限公司。在这里，采访团成员参观
了一望无际的火龙果基地，品尝了
香甜的红心火龙果。在央广网编辑
侯玉坤看来，海南北纬18°果业有限
公司种植规模大，而且坚持采用生
态种植方法，确保了火龙果的品
质。他还了解到，该公司在实现自
身发展的同时，还积极帮扶东方多
个乡镇的贫困人口，助力海南打赢
脱贫攻坚战。

巍巍群山、莽莽林海，在昌江霸
王岭国家森林公园，采访团成员邂逅
了一个“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
鸟相呼”的清幽世界。大家行走在森
林公园，欣赏老茎生花、独木成林、附
生等热带雨林景观。

“霸王岭是黑冠长臂猿最后的栖
息地，黑冠长臂猿从原来的7只，增
加到现在的28只，这是昌江大力保
护生态环境取得的成果。”浙江在线
记者贾晓雯说，生态优良的热带雨林
是昌江的一张旅游名片。

与美国名校合作办学
北大附中海口学校国际部明年开班

本报海口 11月 29日讯 （记者叶媛媛）海
南日报记者29日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
校获悉，当日美国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到
访该校共商合作办学事宜,该校国际部计划于
明年开班。

“这是一次很棒的教育交流，北大附中、附
小海口学校的校园建设、课程设置令人震撼，这
里不仅是一个教书的圣地，还融合了城市与文
化、学习与生活。”29日下午，参观完北大附
中、附小海口学校校园并观摩课程后，美国芝加
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校长查尔斯·阿贝尔曼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

北大附中海口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校国
际部与美国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合作办学
后，双方将开展教师培训、学生互访、课程互鉴等
合作交流项目，以点带面提升海口高中教育的国
际化水平。

据了解，美国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创建于
1896年，由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创办，学校延
续了“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北大附中
海口学校国际部作为该校对外教育合作开放交流
的基地，将开设自主研发的中外跨学科课程，主要
培养申请本科出国留学的学生。届时北大附中国际
部本部还将派来一批优质国内外教师进行教学。

全国融媒体海南行走进东方、昌江

看西岸明珠展新姿 游山海黎乡大花园

广告

2018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文化惠民活动

话剧《我不是李白》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盟邦（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演出时间：2018年12月2日、3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35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37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39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售票时间：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2018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文化惠民活动

《国风绕梁》《花好月圆》
——国风绕梁，享文化盛宴 琴瑟在御，听南北和鸣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中央民族乐团

演出时间：2018年12月4日、5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77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79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81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5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
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中央储备粮是维护国家利益、服务宏观调
控的战略支柱，是保障海南粮食安全、维护市场稳定的底线。为更
好地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岛
内粮食经济发展，11月29日，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海南公司在海
口召开中央储备粮（海南）建设发展大会。海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财政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
省分行主要负责同志，省粮油产业有限公司、力源、通威、双胞胎、
温氏、恒丰等省内外知名涉粮企业负责人和中储粮集团公司、广州
分公司、海南公司负责人出席会议。

大会通过开放互动的交流平台，增进了社会各界对国家粮食
储备事业的了解，探讨了中储粮系统履行央企社会责任的举措，研
究了大国粮仓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中与各方的合作发展定位，为中储粮集团公司服务海南社会经济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中央储备粮（海南）建
设发展大会在海口召开

关于 G98 环岛高速 K2+000 至
K147+000段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K2+000至K147+000段路面水毁应急修
补工程施工的需要，为保障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
需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2018年12月3日至2018年12月7日，封闭G98环岛高
速公路K138+000至K144+000段右幅（海口往三亚方向）第二
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行车道正常通行。

二、2018年12月8日至2018年12月12日，封闭G98环岛高
速公路K132+000至K147+000段左幅（三亚往海口方向）第二
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行车道正常通行。

三、2018年12月13日至2018年12月18日，封闭G98环岛
高速公路K2+000至K4+000段右幅（海口往三亚方向）第二行车
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行车道正常通行。

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
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8年11月28日

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2018年国际残疾人日主题是“赋予残疾人权力，确保包容与平等”。为了进一步弘扬
中华民族扶弱助残的传统美德，形成全社会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社会氛围，营造扶残助残的社会风尚；增强残疾人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信念，促进我省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营造良
好的社会氛围，本报即日起开设“关注国际残疾人日”专栏，聚焦我省残疾人工作亮点，敬请关注。

省残联积极扶持残疾人创业就业

小椰壳雕出“残友”多彩人生

残疾女大学生精心制作的椰雕工艺品。 本报记者 良子 摄

开
栏
的
话

海南特色美食文化节开幕

“吃货”们，约吗？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记者罗

霞 实习生王淼）29日，为期4天的海
南特色美食文化节在海口水巷口骑楼
老街拉开帷幕，各市县特色餐饮品牌、
行业老字号店积极参与，展示海南特
色美食，传播琼菜文化。

由省商务厅等主办的海南特色美食
文化节，吸引了100多家海南美食、食
材品牌商家参加。活动在海口水巷口骑
楼老街设主会场，在海口玉沙京华城、
上邦百汇城、远大购物中心、泰龙商场、
海垦夜市、三亚湾红树林海南特色美食
街、亚龙湾亚泰商业中心设分会场。

海口水巷口骑楼老街主会场活动
以“海南味，四方飘”为主线，美食搭
台，文化唱戏，通过海南特色美食展
销、美食文化论坛、世界鸽王大赛、婚
宴美食文化展、老爸茶文化展、民俗文
化汇演、美食文化互动游戏等活动，充
分展示海南特色美食领域在转型创新
发展方面的成果。

扫黑除恶进行时
海口捣毁一涉恶团伙

16名“砂霸”被抓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付茸）海南日报记者29
日从海口市检察院获悉，近日该院依
法从严从快办理了一起涉恶犯罪案
件，批准逮捕勾结物业垄断小区砂石
料交易的吴某某等犯罪嫌疑人 16
人。这是该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案件。

据了解，吴某某等人勾结小区物
业，常年垄断小区砂石料交易。吴某某
等人涉嫌强迫交易罪，社会影响恶劣。
该院相关负责人带领办案组加班加点
阅卷、提审，在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的基
础上，全部批捕了16名犯罪嫌疑人。

海口年底前关停
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

养殖户可获经济补偿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记者计思佳）29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政府常务会上获悉，《海口市
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及养殖专业户实施关停若干
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明确规定，2018年12
月31日前对禁养区内畜禽规模养殖场全面关停。

今年6月，海口制定了《关于划定海口市畜禽
养殖区域范围的通告》，将全市行政辖区划分为禁
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三大类。根据《若干措施》，
禁养区内畜禽规模养殖场及养殖专业户积极配合
各项关停实施工作，并于《资产评估报告》审核通
过后60个工作日内自行拆除完毕的，给予相应补
偿或补助。

禁养区内畜禽规模养殖场标准为：生猪≥500
头（出栏）、奶牛≥100头（存栏）、肉牛>100头（出
栏）、蛋鸡≥1万羽（存栏）、肉鸡≥5万羽（出栏）。
养殖专业户标准为：50头≤生猪<500头（出栏）、5
头≤奶牛<100头（存栏）、10头≤肉牛<100头（出
栏）、500羽≤蛋鸡<1万羽（存栏）、2000羽≤肉鸡
<5万羽（出栏）。

同时，海口将分类对养殖场及养殖专业户进
行补偿或补助：各项手续齐备的畜禽规模养殖场
及养殖专业户，按评估净值100%给予补偿；具备
1项以上相关手续，但手续不齐全的畜禽规模养
殖场及养殖专业户，按评估净值60%给予补偿；
无相关手续，但自愿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实施
关停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及养殖专业户，酌情给予
转产停业补助。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我省将推广农贸市场
食品安全规范化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记者张
期望）2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全省农
贸市场食品安全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开
班仪式上获悉，2019年至2020年期
间，我省各市县将分批建成食品安全
规范化农贸市场。

记者了解到，今年，海口的金贸文华
农贸市场、白龙农贸市场通过改造升级，
已基本达到食品安全规范化农贸市场
的标准。这两个农贸市场的产品入市
查验及检测、信息公示、问题产品处置
等已经制度化、规范化，市场内各摊位
还提供扫码购物服务。消费者通过扫
码，不仅可以方便快捷地完成支付，还能
查询所购物品的采购渠道、销售者姓名、
产品检测结果等信息。

在培训班上，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要求各市县对标金贸文华农贸市场、
白龙农贸市场的经验做法，全面推进
辖区农贸市场食品安全规范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