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保障对象

《细则》指出，2018年5月13
日以后第一次在海口市就业或第
一次在海口市自主创业的以下人
才，适用本细则并纳入相应的住
房保障：

（一）符合《海南省高层次人
才分类标准（2017）》（琼人才办
通［2017］26号）规定条件的大
师级人才、杰出人才和领军人才；

（二）50岁以下且符合《海南
省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2017）》
（琼人才办通［2017］26号）规定
条件的拔尖人才和其他类高层次
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可放宽至55
岁（含外籍和港澳台地区人才）；

（三）40岁以下全日制硕士毕
业生及35岁以下全日制本科毕
业生（含国外、境外高校毕业生）；

（四）35岁以下具有中级专
业职称、技师职业资格、执业医师
资格或具有国家和本省已明确规
定可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执
业资格人才；

（五）总部经济企业引进的高
层管理人才；

（六）经省、海口市政府认定
给予住房保障的其他人才。

同时《细则》对保障对象做了
补充，对2018年3月31日前已离
开本省，并于2018年5月13日后
重返海口就业或自主创业的符合
规定条件的人才，可列入本细则
保障对象范围；享受本细则规定
住房保障的自主创业人才，其所
在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应为 2018
年 5 月 13 日后注册成立，且其本
人应为工商部门登记的企业股东
或工商部门登记的经营者；聘任
制公务员以及按人才政策引进的
事业单位人员，同时符合条件的
人才，可列入本细则的保障范围。

新 走基层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2月10日早晨，位于白沙黎族自
治县牙叉镇的五里路有机茶种植基
地，当晨曦撩去雾纱，一垄垄整齐的茶
树迎着朝阳尽情吮吸着山涧的晨露，
一片片舒展开来的茶叶更显得翠绿。
在茶园里深呼吸，空气里那一股茶叶
沁人心脾的清香味儿让人倍感舒爽。

“你可别小看这小蚯蚓，它们能
给这300亩有机茶园制造最好的肥
料，你说我们能不多花点心思喂饱它
们吗？”此时，脱贫户符富腾等人正挥
动着铁铲，将秸秆、杂草等草料放进
发酵好的牛粪、羊粪堆里用力搅拌
着，然后用铲小心翼翼地端盛到一旁
的蚯蚓养殖基地，一条条蚯蚓们争先
恐后地在这“特供”的食物里蠕动
着。“平时工钱每天100元，春节轮班
茶园还会给补贴，我相信，咱们的日
子会越来越好！”符富腾说，春节这几
天，工人们轮班管护茶园，每天给蚯
蚓浇水保湿、添加粪肥。“可能有一半

时间都在伺候它们（蚯蚓）”。他指着
那一团团湿软的蚯蚓粪说，这就是白
沙五里路有机茶最好的有机肥。

“茶树种植的行距一般是40至
50厘米，你看，这样就有合适的空间
挖沟开垄埋放蚯蚓的粪便当有机肥
料……”茶园里，五里路茶叶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符小芳正在耐心地为当
天轮班的茶园工人韦亚霞等人传授
种植、施肥技巧。作为当地有名的致
富带头人，近年来，符小芳依托白沙
生态核心区陨石坑特有的地理和地
质优势，积极谋划有机茶产业发展。
目前，五里路有机茶已获欧盟有机认
证。同时，通过开展培训等方式吸纳
当地贫困户加入合作社，现今，该合
作社成员已经增长至176户，茶园规
模也扩大到300亩，五里路抱团发展
有机茶产业的前景十分看好。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前后也
是春茶采摘上市的好时节，大伙干劲
都很足，茶园肯定大有前景。”符小芳
介绍，春节前夕，该茶园刚为入股合

作社的148户贫困户共计发放60万
元分红；几乎同一时间，俄罗斯仙谷
旅游集团董事长一行专程来到白沙
五里路茶韵共享农庄洽谈农旅长远

合作事宜。春节这几天，五里路合作
社党支部与白沙元门乡向民村党支
部就支部共建，选址带动更多群众发
展有机茶产业进行商议。此外，五里

路茶韵共享农庄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中，首批民宿项目施工已经进入收尾
阶段，预计下月起民宿即可投用。

（本报牙叉2月11日电）

■ 本报记者 丁平

“我患有高血压，一直在吃降压
药。但前段时间，我经常感到浑身无
力。家庭医生冯赞天上门检查后，怀
疑我患上其他疾病，到医院检查后证
实了冯医生的怀疑，我患上前列腺癌、
心率失常，之前的降压药不能再吃
了。”近日，琼海市嘉积镇前进社区80
岁的居民曾先生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时庆幸地说，幸好有家庭医生检查
和提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行动不便，曾先生签约了嘉
积镇卫生院家庭医生服务，在家门口
就可以享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在

家门口治疗，报销比例比去市人民医
院高，还省了家人陪护来回折腾的费
用。”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
前，嘉积镇卫生院的签约家庭医生已
覆盖到全镇所有村、社区上门服务，
为3.3万余名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
和基本医疗服务。

嘉积镇卫生院开展基本诊疗服
务、社区卫生调查；进行居民健康档案
管理、慢性病患者管理、重性精神病管
理和结核病项目管理等，协助产后访
视及0-6岁儿童计划免疫、体检通知
和健康教育指导；开展健康知识教育；
帮助居民选择适宜的就诊方向，必要

时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及转诊服务
……“我们的家庭医生会定时入村进
社区，除了在卫生服务站问诊，还会挨
家挨户上门诊疗。有时村民不在家，
我们还会到田间地头去找他们。”嘉积
镇卫生院院长王馨渔说，家庭医生通
过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实惠的服务，
得到社区居民欢迎和喜爱。

高血压患者陈道柳曾长年在外
地打工，过去一直服用外地医生推荐
的一种降压药，血压控制平稳。如今
回家了，他怕影响病情而不愿换药，
只能从药店买，药店的药价高又不能
报销，他为此多支出了不少钱。通过
签约家庭医生服务，陈道柳认识了王

元春医生。王元春先是给陈道柳安
排了体检，根据体检结果，王元春会
同琼海市中医院下派专家详细地给
他讲解了高血压的用药常识，从而消
除了他换药的顾虑。在换药服用一
段时间后，陈道柳的血压控制得非常
满意：“家庭医生扎实的医疗技术和
热情的服务态度，赢得了社区居民的
信赖。”

糖尿病患者周维花多年靠口服
降糖药物来控制血糖，苦不堪言。然
而最让周维花痛苦的是，因为未按时
服降糖药，血糖升高引起右足皮肤感
染、慢性溃疡。自从周维花签约家庭
医生服务后，家庭医生便经常为周维

花检测血糖，调整降糖药物，同时每
天为她伤口换药。很快，周维花右足
皮肤感染康复了。“省去了不少治疗
费呢。家庭医生这么好，我愿把自己
的健康托付于他们。”周维花感慨。

王馨渔介绍，为给群众提供更好
的健康服务，嘉积镇卫生院还进一步
完善家庭医生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
患者诊疗信息、居民健康档案和家庭
医生签约管理数据共享，患者通过手
机APP即可轻松实现在网络上与家
庭医生进行沟通和预约服务；在省卫
健委的大力支持下配置了一台携康
健康检测一体机，更好地为居民的健
康服务。 （本报嘉积2月11日电）

琼海3.3万余名居民享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医”入寻常百姓家

白沙有机茶产业扶贫见成效，148户贫困户喜领60万元“压岁钱”

“脱贫茶”飘香 茶农致富忙

2月10日,茶农忙着采摘春节后第一批春茶。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摄

天涯好人

本报屯城2月11日电（记者杜颖）2月10日16
时，屯昌县乌坡镇大户村村民王仁凤跛着脚回到
家里，为20米外百岁孤寡老人黄英銮家拉亮电灯，
同一个时间、同样的事，王仁凤夫妇一做已10年。

一根斑驳的电线，从林子里一处逼仄的小平
房中接出，拐拐绕绕地一路连到王仁凤的家门
口。王仁凤按下开关后，小平房那头屋里的灯便
亮了，101岁的黄英銮老人走不了路，她侧在床上
盼着，仁凤一会儿就会给她送饭来。

这是屯昌县乌坡镇偏远乡村大户村的普通农
家的一幕。海南日报记者在村里见到王仁凤时，
55岁的她穿着上了年头的棉布衫子，普通话不好
的她显得有些腼腆。

走进黄英銮家的那一瞬，终于明白为何多年
来仁凤为阿婆每天16时准时开灯。阿婆的房子
约有七八平方米，仅屋顶的一小块玻璃瓦透光进
来。天没黑，屋里已没什么光亮。这间小屋还是
政府几年前帮助盖的，有了这间遮风避雨的小屋，
阿婆很知足。看着仁凤来，阿婆眼泪又涌了出来：

“有心了、有心了……”
一张木板搭的床，旁边地上放着电炉和小砂

锅，仁凤帮阿婆做当天的晚餐——酸菜拌饭。平
时更多的，是她从自家煮完饭再端过来给阿婆。
尽管仁凤一家都是残疾人，每月主要依靠400多
元的低保金生活，但对多出的这位“老母亲”，夫妻
俩很舍得。

漫长人生中没有血缘的孝道，因一种爱而凝
结，在这个小村庄绵延着。38年前，身患残疾的
王仁凤嫁到了大户村。那时候，隔壁邻居黄英銮
不嫌王仁凤是残疾人，喜欢拉她聊天，偶尔还帮助
仁凤带孩子，本分的夫妻俩心里感念阿婆。后来
的人生岁月里，仁凤家雪上加霜，丈夫下地摔倒在
田里，腿断了不舍得去医院，硬是靠草药维持，不
久因伤口感染恶化只能截肢，这对夫妻由此更加
贫困了，政府将仁凤一家纳入了低保。

家里如此困难，阿婆怎么办？黄阿婆10年前
开始腿脚不好，再后来几乎瘫痪在床，身边一个人
都没有。“做人要讲良心。”夫妻俩咬咬牙决定：“日
子再难，也不差阿婆一口饭，得把阿婆照顾好！”

自家且风雨飘摇，可10年来，仁凤和丈夫从来
没有忘记比自己更困难的黄英銮阿婆。开灯、打
水、烧饭、有时又送饭，几年前的一天，阿婆突发高
烧，丈夫搀扶起阿婆，仁凤艰难地把阿婆背了出来，
送到医院。一对残疾夫妇，拐着脚，从此每天都拿
着塑料袋包好饭盒送到医院，知情的人感叹：“换是
亲儿女也未必做到这样啊……”

夕阳西下，仁凤走在回家的路上，密林小路上
她的背影，是那么美……

屯昌残疾夫妇十年如一日
照顾百岁孤寡老人

10年，我为你打开这盏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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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省人民医院原院长李灼日
接受调查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李海娇）海南日报记者2月11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海南省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李灼日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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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鲜猪肉
鲜猪肉
鲜羊肉
鲜牛肉
鸡肉
鸡蛋
带鱼
青椒
尖椒
芹菜
油菜

圆白菜
豆角
韭菜

西红柿
胡萝卜
土豆

大白菜
蒜苔
冬瓜
苦瓜

空心菜
地瓜叶

规格、等级
黑猪肋条肉
黑猪精瘦肉
新鲜带骨
新鲜去骨

白条鸡、开膛、上等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冰鲜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未经处理，按把换算

农贸市场均价
13.90
20.33
61.00
56.87
13.54
6.90
25.25
4.62
4.39
4.70
3.73
2.60
5.19
5.09
4.66
3.56
2.85
2.68
7.18
2.29
4.85
4.33
3.01

日环比
-2.35%
-1.91%
0.61%
-2.16%
-1.52%
-0.06%
4.86%
-3.35%
-7.68%
0.60%
-4.87%
-0.42%
-7.37%
-11.87%
-5.45%
0.21%
-0.39%
2.96%
-0.87%
0.51%
-2.83%
-3.08%
-0.17%

快来申报啦！

我省开始征集
大数据优秀产品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邵长春）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工业和信息
化部近日组织开展2019年大数据优秀案例征集
活动，我省将组织相关企业和项目积极申报。

据悉，省工信厅将积极发动我省有关企业登
录大数据优秀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案例申报系统
（网址：http：//www.bdcases.org.cn）完成注册，
填写企业基本信息，下载企业申报书并填写上传；
各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将对各单位报送的
材料审核汇总后，将相关材料报送该厅，再由省工
信厅审核汇总后统一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由人才
向用人单位申请。用人单位对个人申
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出具本
单位诚信承诺函，向海口市人才服务
“一站式”平台窗口申报。经营个体工
商户的人才，由个体工商户直接向海口
市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窗口申报。

海口市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受
理申报材料后，由海口市人社部门负
责审核，审核事项涉及其他部门协办
的，通过内部流转办理；各相关部门须
在接到办件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

查并反馈海口市人社部门；海口市人
社部门接到协办部门反馈结果后5个
工作日内作出审核意见。全部审核流
程须在20个工作日内办结，审核结果
在海口市政府网站及人社部门网站上
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海
口市人社部门应在10个工作日内将补贴
资金拨至用人单位或个体工商户账户。
用人单位在收到海口市人社部门发放的
补贴后，应在15日内将补贴足额发放给
人才个人，不得挪用、截留或扣押。

《细则》明确三类高层次人才保障
标准。人才公寓面向2018年5月13
日后引进的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和领
军人才供应，每人限供1套，免收一定
期限的人才公寓租金，作出相应贡献
的，赠送相应份额的产权。

大师级人才的标准为200平方米
（建筑面积，下同），最高可享受不超过
500平方米的独栋房屋作为工作室（工
作站）；杰出人才不超过180平方米；领
军人才不超过150平方米。

人才公寓8年内免收租金，人才全
职工作满5年，经海口市人社部门、行

业主管部门和用人单位共同进行评估，
经评估合格的，报海口市政府同意后无
偿赠与80%产权；全职工作满8年，经
海口市人社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用人
单位共同进行评估，经评估合格的，报
海口市政府同意后无偿赠与100%产
权。工作不满5年的在工作期间只免
收租金，不赠与产权份额。

对引进人才在免租金居住人才公
寓工作未满5年的，用人单位应在该人
才离岗当月主动提交取消免租居住人
才公寓的申请，该住房由该人才公寓产
权单位或管理单位收回。

住房租赁补贴每季度集中受理和
发放一次，购房补贴每年集中受理和发
放一次。住房租赁补贴累计发放不超
过36个月，购房补贴累计发放不超过
3年，须在人才引进之日起5年内申请
领取完毕。

已领取购房补贴的，不得再申请住
房租赁补贴；领取住房租赁补贴后申请
购房补贴的，发放购房补贴时应扣除已
领取的住房租赁补贴。

人才或其配偶已在海口市享受购
买公有住房、政府统建的经济适用住房、
限价商品房、单位集资建房、配租公共租
赁住房或领取公共租赁住房补贴的，不
得再申请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

申请购房补贴的，所购房屋须为
2018年5月13日后新购买的住房（含
商品住宅、产权式酒店、酒店式公寓、共
有产权住房、限售商品住房），购房时间
以购房合同备案时间为准。

4 高层次人才保障标准

5 何时申请？

6 如何申请？

《海口市引进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出炉

首批人才住房补贴明起申报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计思佳 叶媛媛）近日，《海口市引

进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出炉，《细则》主要对人才住房保障对象
条件、人才住房建设原则性规定、保障标准、申请及服务程序、批后
管理等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海口首批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
将于2月13日受理申报。其中2月13日至2月23日工作日时间集
中受理2018年度补贴申报。符合要求的人才住房保障对象，可向
用人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个人有关材料。

50岁以下拔尖人才（急需紧缺
人才可放宽至55岁）住房租赁补贴
5000元/月，购房补贴6万元/年；

50岁以下其他类高层次人才
（急需紧缺人才可放宽至55岁）住
房租赁补贴3000元/月，购房补贴

3.6万元/年；
40岁以下硕士毕业生以及符合

条件的人才，住房租赁补贴2000元/
月，购房补贴2.4万元/年；

本科毕业生住房租赁补贴
1500元/月，购房补贴1.8万元/年。

对引进人才的住房保障实行免
费租赁人才公寓及赠送产权、货币
补贴、配租配售住房等三种方式：

（一）免费租赁人才公寓及赠
送产权是指对大师级人才、杰出人
才和领军人才，免收一定期限的住
房租金并赠送相应份额的人才公
寓住房产权。

（二）货币补贴包括购房补贴和
租赁补贴两种形式，由政府和用人单
位向符合条件的人才发放补贴，由人
才自行购买住房或自行租赁住房。

（三）配租配售住房是指政府
筹集的住房，以优惠的租金或销售
价格等向符合条件的人才租赁或
出售。

2 补贴标准

3 三种保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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