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第一中学：学费420元/人/
学期，住宿费300元/人/学期

三亚市第二中学、三亚市第四
中学、海南中学三亚学校：学费350
元/人/学期，住宿费200元/人/学期

西南大学三亚中学：学费和住
宿费均为350元/人/学期

三亚崖城高级中学：学费 350
元/人/学期

三亚市民族中学：学费250元/
人/学期，住宿费150元/人/学期

非三亚户籍学生学费
和住宿费标准

■■■■■ ■■■■■ ■■■■■

本省新闻 2019年2月19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蔡佳倩 美编：杨薇A04 综合

开展“海南无假货”品牌建设

琼海启动“打假”行动
本报嘉积2月18日电（记者丁平）近日，琼

海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海南无假货”品
牌建设行动。

根据《琼海市开展“海南无假货”品牌建设行
动方案》，琼海市将实施产（商）品名录制度。名录
内的产（商）品，一旦抽查抽检不合格或发现有假
冒侵权行为，无条件剔除出名录，所售产（商）品在
琼海市场一律下架。

此外，琼海还要建立统一“黑名单”制度，将制
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等市场主体及其责任人员
依法纳入失信违法“黑名单”，及时通过“海南省
琼海市政府门户网站”或各部门的官网向社会公
开，并将其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海南）、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纳入社会诚
信体系，实行跨部门信用联合惩戒，实现“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

海南菜篮子价格快报
发布单位：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采价时间：2019年2月18日 单位: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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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
20.33
56.48
54.71
13.96
6.77
23.64
4.30
4.22
4.51
3.55
2.45
5.42
4.84
4.40
3.23
2.72
2.59
6.89
2.16
4.69
3.84
2.57

日环比
0.64%
1.26%
0.18%
-0.15%
-0.01%
-1.87%
-0.48%
3.92%
6.67%
0.56%
2.07%
0.95%
0.49%
-2.25%
-3.81%
0.28%
1.26%
5.01%
0.08%
2.93%
2.12%
-3.82%
-5.94%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今年春节黄金周，三亚共接待游
客99.65万人次，人流增多也催生挑
战：三亚市民和游客餐桌上会有平价
菜、放心菜吗？

三亚市政府发布的蔬菜零售均价
表显示：2018年12月下旬以来，常见
22种蔬菜价格总体稳定，其中部分蔬
菜价格呈回落趋势。

追根溯源，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
场“无形之手”在维持这种相对平衡。

为蔬菜质量系上“安全带”

绿油油的菜地里，一个人用小弯
刀割起一丛白菜，另一个人接过来装入
塑料袋，并记录菜名、地块、日期等信
息。2月18日，三亚市天涯区农林局
安监员兰虹、谢香增又来到三亚南果常
年蔬菜基地，对蔬菜进行抽样。

“每周至少两次，对每一种菜，我
们都采取‘五点取样’法，将样本送到
检测中心检验。”兰虹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一旦检测出农残超标等质量问题，
执法人员就会对相应的菜地进行铲
除，并实行责任倒查。

指着一块“三亚市耕地地力保育
项目示范点”牌子，三亚南果常年蔬菜
基地负责人林树立说，该基地共有
265亩，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模
式，发展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的循环
农业、安全农业。

从根本上而言，如何既保障蔬菜
有效供给又保证过硬质量？

“要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省
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表示，更
多运用市场机制稳定物价，研究蔬菜
等农产品供给规律，推进农产品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满足多样化需求，让市
民吃上平价菜、放心菜。

谈及蔬菜质量，三亚市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曲环介绍，三亚构建市、区、
村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在
全市蔬菜基地共配备221名安监员，
及时将蔬菜送检。近两年来，三亚常
年蔬菜田头检测合格率稳定在97%
以上，并形成全流程、全方位的蔬菜质
量检测机制。

为蔬菜物流系上“传送带”

在三亚吉阳区乐天城广场推出的
“爱心扶贫大集市”，摊位上摆满了蔬
菜、鲜肉等，人气旺盛。三亚市民符少
菊提着选购的蔬菜，连声说道：“在集
市买到直接从基地送来的蔬菜，既新
鲜又便宜！”

今年元旦、春节期间，三亚共开办了
9场“爱心扶贫大集市”，与平价菜店一
样，蔬菜直接从田头直运到摊头，成为市
民“菜篮子”的补充。

与此对应的是上规模的经济效

应。三亚崖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负
责人卢日高说，该批发市场建设总投
资2.1亿元，为省内外大型超市供给
蔬菜。

不仅仅提高市内蔬菜供给能力，
今年春节期间，三亚还从省外调进了
1500吨蔬菜补充市场。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三亚多管齐下畅通蔬菜物流渠道：建
立自产自销补贴机制，让蔬菜生产基
地与公益性蔬菜销售摊位直供对接，
实行月报季补制；建起了一批农产品
综合批发市场，6家大型商超都设有
蔬菜销售专区；年内将建1500立方米
移动式冷库，增强蔬菜应急调控体系
保障能力。

为蔬菜价格系上“保险带”

怎样才能既避免“菜贱伤农”，又
不至于“菜贵伤民”？

曲环透露，三亚现有常年蔬菜基
地 1.85 万亩，旺季基本实现自给。
2019年，该市投入3500万元加强蔬
菜基地建设。该市还对冬季瓜菜进行
投保，承保公司将对种植户的瓜菜差
价进行赔偿。

目前，三亚市政府保基本蔬菜平
价网点有74家，并对15种市民常购
蔬菜统一控价，菜价总体稳定。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说，将违法经营蔬菜企业列入异常
经营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并
在农贸市场设立举报箱，以此加大对
菜价的监管力度。

民以食为天。三亚市市长阿东表
示，继续实施“菜篮子”工程，推进政府应
急调控基地建设，启动岛内外“飞地种植
蔬菜”工作，进一步完善平价网点布局，
稳定保供稳价体系，全力做好异常天气
和节庆等特殊时段的保供稳价工作。

（本报三亚2月18日电）

系上蔬菜质量“安全带”、物流“传送带”、价格“保险带”

三亚以“三带”托稳百姓“菜篮子”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我选择东方市第六小学。”
2 月 18 日 16 时 30 分左右，取得
东方市 2018 年公开招聘教师小
学数学岗笔面试综合成绩第一
名的拟聘用人员韦弘威，大声地
对着麦克风说出自己选择的工
作单位，同时在选岗登记表上，
写上已选择的工作单位和自己
的名字，并按了手印。

这 是 东 方 市 2018 年 公 开 招
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选岗现场
会的一幕。2 月 18 日上午和下
午 ，80 名 经 过 公 开 招 聘 胜 出 的
幼 儿 园 教 师 和 100 名 中 小 学 教
师按综合成绩高低，逐一通过这
种方式，主动地选择了自己想去

的学校。
2018年 7月，东方市首次开展

了大规模的公办教师招聘，面向
全国招聘 180 名有编制的中小学
和幼儿园教师，教师招聘岗位覆
盖了东方市区和乡镇。“由于报名
的人数达到 7017 人，远远超过预
估 3000 人的人数，导致时间延长
至去年 12月才开始考试。经过资
格 审 查 ，最 后 参 加 考 试 人 数 为
2697人。经过笔试和面试，180名
优秀人员成功胜出。”东方市教育
局人事股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

文 英 飞 自 2017 年 1 月 起 就
任东方市教育局局长，东方市教
育局从当年的教师招聘开始，就
推行以笔试和面试综合成绩高

低来决定去向，成绩高的拟聘用
教师先挑单位，依次进行。

“考试成绩一出来，我的手机
就收到 20 条左右‘打招呼’的信
息，说要关照去哪个学校。”文英
飞说，“去哪个学校由你的考试分
数来决定，采用这种办法，可以规
避人情风和暗箱操作。”文英飞曾
在选岗前的讲话里，力劝将入职
的东方“准教师”，要做师德高尚
的人，要讲操守，他说教育局没权
力改变各位的选择，各位教师选
去哪里就去哪里好好工作。

东方市第一小学和东方第二
思源实验学校等各招聘学校的
有关校领导和教师也都来到现
场 ，准备“ 领回 ”挑选自己学校
的老师 。“ 这种方式公开公平 ，

高分有优选权，大家都没意见。
英语第一名选了我们学校。我
们对 6 个选择我们学校的教师
都非常满意。”东方第二思源实
验学校副校长张达壮对海南日
报记者说。

“这 180 名新教师，考试成绩
和专业素养都很不错，他们将给东
方教育输入新鲜血液，有利于助推
东方教育质量提升。”东方市教育
局人事股副主任杨占乔说。

据悉，东方市今年将针对西
南大学东方实验中学新招聘公
办教师 78 名，并将招聘特岗教师
60 人，共计 138 名教师。新一年
的招聘将很快启动，今年 9 月前
要到岗。

（本报八所 2 月 18 日电）

本报五指山2月18日电（记者
贾磊）近日，2019年“春风行动”五指
山市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在番阳镇
政府举行，全省36家企业进场招聘，

为该市贫困户和求职者提供3000多
个就业岗位。

近年来，五指山市通过出台
优惠政策、加强就业培训等增加

城乡居民收入和提高该市就业
率。2018年该市全年共促进农村
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3728 人，举
办扶贫培训班 461 期，培训 23080

人；开发各类扶贫公益性岗位594
个；建设 3 个五指山市级就业扶
贫基地，6个五指山市级就业扶贫
车间。

2000余个岗位
送到家门口

本报抱由2月18日电（记者梁
君穷 通讯员林东）2月18日上午，
2019年“春风行动”乐东黎族自治县
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在千家镇举
行，招聘会提供各类岗位2478个。

招聘会上52家单位提供食品
加工、包装、采购员、财务主管、机
场分拣、种植管理、服务员等岗位。

据统计，招聘会现场求职人员
42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33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13人，签订劳务
协议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3人；现场登记技能培训意愿45人。

本报海口2月18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黄毅）2月18日，2019

“春风行动”海口市就业扶贫专场招
聘会在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
招聘会吸引1200人求职，企业累计
收到简历805份，与用人单位初步达
成就业意向352人。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共组织了

罗牛山食品、雅利农业等 88 家用
人单位到场招聘，提供服务、销
售、人事行政、装修设计、管理等
2105个不同类别的工作岗位。招
聘会现场还专门设立了招聘区、返
乡创业区、职业技能展示区、就业
政策咨询区、就业指导区、琼粤劳
务输出专区等功能服务区，为求职

者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咨询、就业指
导、职业技能培训报名等各类公共
就业服务。

据悉，本次“春风行动”的系
列活动将持续到 3 月中旬，除此
场招聘会外，海口各区劳动就业
和社会保障管理中心还将陆续
在各乡镇开展就业扶贫系列专

场招聘会，将就业创业服务深入
乡镇，促进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实现就地就
近就业。

招 聘 会 由 省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局、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主办，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
承办。

东方180名拟聘用教师自主择岗
按考试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由聘用人员公开选择心仪学校

88家单位2105个岗位 30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海口

五指山

乐东

2月18日，2019年“春风行动”海口市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在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举行，吸引不少应聘者前来应聘。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三亚公布今春公办高中
教育收费标准

本报三亚2月18日电（记者徐慧
玲）日前，三亚公布了2019年春季学
期三亚市公办高中教育收费标准，三
亚户籍学生免收学费、课本费和住宿
费，非三亚户籍学生按照标准收费，课
本费实收。

制图/杨薇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月17日12时-2月18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9

11

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0

21

18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当网红主播遇上夜海口

“灯光璀璨，美食飘香！”

2月18日，来自广西南宁、广东茂名的网红
主播在海口凤翔美舍河湿地公园观赏灯展。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36家企业提供3000多个岗位

关注海南省“春风行动”

本报海口2月18日讯（记者张期望）2月18
日，由海南日报与海口市旅游委共同推出的“网红
伴游，说走就走”海口旅游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当
晚，来自广西南宁、广东茂名两地的体验团刚刚抵
达海口，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夜游海口的行程。
在网红主播的带领下，体验团先后到海口美舍河
凤翔湿地公园、海垦花园夜市“打卡”。

“这金色的麦田不错啊，还有百鸟图，真心
不错。”踏进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灯展草坪，广
西文艺广播主持人莉香兴奋地邀请同行的其他
网红主播一起合影。随后网红主播们也纷纷拿
出自己的手机，以直播的形式分享自己的海口
体验之旅。

“海口不愧是国际湿地城市，这个公园不仅让
周边的居民多了一个休闲好去处，更重要的是赋
予了公园生态功能。”网红主播张艺千说，她将通
过直播平台介绍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让其他城
市也能学习借鉴该湿地公园的经验。

当晚，体验团还来到海垦花园夜市，体验海口
夜市文化。海垦夜市的优美环境及丰富美食让大
家惊叹不已。“海口夜市不仅漂亮，而且夜宵品种
丰富得让人难以置信，今晚我们得好好吃一顿，否
则就白来海口了。”网红主播史睿说。

“灯光璀璨，美食飘香！”形容当天的行程，一
位网红主播如此总结道。

据了解，“网红伴游，说走就走”海口旅游体
验活动，是即将启动的2019海口城市旅游推介
会的预热活动，通过在广西南宁、广东茂名两地
街头随机邀请及网络征集，形成了一个由网红
主播、新媒体记者、旅游达人、幸运游客组成的
体验团。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体验团还将前往海口
骑楼老街、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
社等景区景点深入体验，并将参加海口府城换花
节活动。在体验过程中，网红主播们将通过各自
的新媒体、自媒体平台为海口“打c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