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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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猪精瘦肉
黑猪肋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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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
12.81
53.12
49.76
13.90
6.73
22.21
4.83
5.05
4.73
3.79
2.54
5.15
4.36
4.43
3.12
2.73
2.46
8.86
2.20
5.55
3.91
2.67

日环比
0.08%
0.02%
-1.16%
-0.62%
-4.56%
0.05%
-0.46%
0.49%
0.14%
1.05%
-0.09%
0.26%
-3.18%
-0.70%
1.07%
-0.96%
-1.29%
0.14%
2.48%
0.82%
0.04%
-3.12%
-5.10%

关注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和应用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罗清锐 美编：孙发强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本科）：

坚持特色办学 实现优质发展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本科）是2007年5月经海南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一所全日制民办普通高等院校，2018年12月成功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学校现有美兰和云龙两个校区，占地

面积1092亩，教学教辅各类校舍建筑总面积39.05万平方米。截至2019年3月，仪器设备总值1.25亿元，固定资产16亿元。设有10个二级学院和2个教学部，开办有40个高职专业，2个“3+2”
分段培养本科专业，2019年拟设置12个本科专业。截至2018年9月，在校生7334人，学校专任教师428人，兼任教师105人。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254人（其中博士40人）；
专任教师中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教师180人（其中正高职称67人）；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263名。2018年9月至今陆续引进80余名高学历或高职称教师（包括企业工程师）。

学校秉承“科学、务实、厚德、创新”的校训，坚持“人才强校，质量立校，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经过11年的不懈努力，形成独有的办学特色，成效显著。

办学特色一

专业建设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求。构建以机械智能制造、信息工
程、航海技术、轮机工程、石油化工等工科
为主，兼顾医学（健康科学）、管理学、经济
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部
分专业填补了海南空白，培养新兴产业发
展急需的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

办学特色二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构建了覆盖每个专业的校企合作运
行管理体系。实行“现代学徒制”“旺工
淡学、工学交替”“订单式”培养、校企合
作企业工程师与学校教师共同开发实践
教材、技术研究、高层次职业技术培训等
合作模式，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开创了推

动课程改革的校企合作新局面。

办学特色三

以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的课程建
设。建立以能力为本的课内课外立体化
的实践教学体系，减少部分基础知识、基
础理论和验证性的实验课程，结合行业
企业需求，增加技术类、技能类和创新创
业类课程，以及高层岗位职业能力专项
训练课程等，实现了对接职业岗位需要
设置课程。学校与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
发展中心签订了五年的课程建设改革指
导协议书，指导巩固600门以上的课程
建设。

办学特色四

理论与实训并举，教学与培训兼行
的教学方法。学校各专业实践性教学课

程占总课时的50%以上，为强化学生的
实践能力，培养学生获得相应专业行业
企业高层岗位所需的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自2013年，学校实现了学生“1+X”
证书毕业制。学生考证通过率达95%以
上。全校拥有52间高端智能的智慧教
室，有海南省首个高校私有云资源平台，
可满足2000门以上的在线课程教学、互
动、线下免费学习。学校设有交通部海
事局批准的无纸化考场，可同时供200
人考试；还拥有6个省级技能大赛的承
办权，赛场设在学校。近两年，学校取得
省部级实训基地、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
等建设项目7项。

办学特色五

引育并举，传帮带一体化的师资队
伍建设。深化人才引进机制，面向全国
引进人才。学校出资在国内外名校定向

培养高层次人才，根据教师的工作过程
统计，连续三年评比优秀的教师确定为
定向培养对象，学校定向培养本科教师
攻读硕士已毕业50余人，定向培养硕士
教师攻读博士已毕业14人，正在培养20
余名硕士博士，将陆续毕业。

办学特色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健
康、优雅、和谐的校园文化。坚持引导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坚持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开展评比树立标兵和模范；坚持倡导良
好健康状态，立德立言修身，共同和谐向
上，鼓励师生参加各项技能比赛，优秀的
师生成果上墙展示；坚持立德树人，诚信
教育，自2011年开始，学生入校第一天
向学工处、教务处等部门签订承诺书，郑
重许下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努力学习、

刻苦钻研等28项诚信承诺；坚持海科文
化符号和记忆，办学第一年创作了《海科
之歌》；学校选拔优秀毕业生留校在行政
岗位工作，并定向培养攻读硕士，努力把
每一名学生培养成才，极大提升了师生
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办学成效

办学十一年来，先后获得“中国民办
特色学校”“海南省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

“中国民办十大知名品牌学校”“5A级社
会组织”“最具社会影响力民办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奖”“全省教育
系统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单位”“第六届黄
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校奖”“职业院校数
字校园建设实验校”等荣誉称号。学校有
中央财政支持的石油化工技术专业职业
教育实训基地，中国残联、教育部批准设
立的海南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有2个

省级工程中心（海南省特种机器人工程中
心和海南省老年健康管理工程中心），1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海南省药食同源植物资
源重点实验室），有石油化工技术1个省级
特色专业，航海技术专业、健康管理专业2
个省级骨干专业，健康管理专业为“首批
全国职业院校养老服务类示范专业”，健
康管理专业主持和参与5门课程国家教学
资源库建设。2008-2018年，学生获省
部级技能竞赛、行业竞赛奖666项；教师
获奖297项，其中省部级科研成果奖20
项，省部级教学项目奖277项，含省级教
学成果奖3项，省科学技术奖2项。2016
年在全国60多所本专科航海类教育院校
中，荣获全国五所“2016年最受欢迎航海
教育院校”之一。在“2012-2018年全国
高职院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和

“2014-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竞赛排行
榜”中均进入全国300强。

本版策划/统筹 容朝虹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苏靓）“博鳌智能网联汽
车及5G应用试点项目”将在今年博
鳌论坛年会上首次亮相，业内专家表
示，虽然5G通信技术目前仍待完善，
但5G的到来将真正带来整个车联网
市场的爆发。

据介绍，根据国际电联发布的标
准，5G具有高宽带、大连接、高可靠、
低时延的特点，可以运用5G网络支
撑“万物互联”下的多种应用。

如 5G可增强移动宽带应用场
景，服务于政府机关的智慧政务，借
助人脸识别等技术优化政府服务，提
高办事效率、管理水平和监管力度，
改善公共服务质量。

海南海域面积辽阔，海洋型气候
特征使得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同时海
南有多条海底光缆需要常态化监管，
借助5G网络，利用无人机灵活性强的
特点，可以实时回传环境信息，未来可
运用于海缆监测和救灾救援等场景。

同时，还可开展智慧旅游建设，
借助无人车及AR/VR技术支持景区
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并可应用于
4K、8K高清视频、远程医疗、远程教
育等。

而基于5G网络的大连接应用场
景，则可服务于居民的智慧社区，借
助5G手段为住宅楼宇、家居、医疗机
构、社区等构建智能化服务，为居民
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

同时5G还广泛应用于物联网、
智慧城市、智能家居、工业互联网、智
能物流等；高密度的海量物联网可以
助力现代产业向更高级的智慧产业

升级，实现智能农业、智能制造、智能
物流等。

最后，5G网络超高可靠和超低
时延通信可应用于智能网联汽车，开
启智能网联汽车的新时代。专家表
示，我省可利用博鳌开展智能网联汽
车试点示范，向全省推广，首先在高
速公司实施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在短
时间内构建起智能交通体系。

此外，利用5G网络低时延、高可
靠、海量连接等特点，通过万物互联，
还可打造工业自动化体系，极大提高
企业的生产效率，推动企业的智能制
造化道路。

高宽带、大连接、高可靠、低时延，可支撑多种应用

5G将带来整个车联网市场爆发
关注博鳌智能网联汽车及5G应用试点项目

博鳌乐城首家辅助生殖
医学中心试运营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符王
润）3月25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以下简称博鳌乐城）首家辅助
生殖医学中心——慈铭博鳌国际医院
辅助生殖医学中心开始试运营。该中
心将同步开展夫精人工授精、供精人
工授精、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
术和卵泡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与诊断技术。

据悉，慈铭博鳌国际医院与美国
HRC生殖医疗集团联手，引进美国生殖
医疗团队、技术项目及服务流程，开创辅
助生殖医学服务新模式。目前该中心已
完成12名美国辅助生殖医生的注册工
作。该中心可以对遗传疾病进行筛查和
诊断，为高风险生育遗传病缺陷的夫妇
提供生育健康宝宝的有力保障。

我省有序推进国家海洋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已完成整改79项，完成率68.1%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尹建军）海南日报记者3月25日从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了解到，我省将国家海洋督察指出的全省
4大类35个问题，细化为116项具体整改任务，截
至3月22日，已完成整改79项，完成率68.1%。
其中，计划2018年应完成的60项整改任务，目前
已完成49项，完成率81.6%。

据悉，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进驻我省期
间，共移交28批、175件信访交办件，分办到各市
县共计189件次。目前已经办结180件次，完成
率95.2%；剩余短期难以办结的9件，也已列出整
改计划。

对于下一步的国家海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
作，我省将对整改过程中未按期完成的工作，再次
研究部署，细化责任；对已完成整改的，做好立档、
销号工作，做到不反弹。同时，落实考核问责机
制，倒逼责任落实、任务落实、措施落实、效果落
实，确保不折不扣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建立
长效机制，对照整改方案和任务清单，分类推进整
改工作，将问题整改到位。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3月24日12时-3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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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0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4

29

23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邵长春）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推广2019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据悉，
《计划》是2019年抓好《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实施的具体任务，建立了双责任制，既明确了市县政府责任，又明确了省有关部门责
任；并将重点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对市县政府的考核内容。根据《计划》，今年全省计划建设各类充电基础设施和充电接口4万个以上。

《计划》强调，除特殊用途外，今年
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
新增和更换的公务用车100%使用新
能源汽车。

全省公交车、巡游出租车新增和更

换车辆100%使用清洁能源汽车；轻型
物流配送车（含邮政及城市物流配送）、
分时租赁汽车新增和更换车辆100%使

用新能源汽车。海口、三亚新注册网约
车100%使用清洁能源汽车，其他市县
不低于80%。新增和更换的环卫车使

用新能源汽车比例达50%。全省除分
时租赁外，其他新增和更换的租赁汽车
使用清洁能源汽车比例达20%以上。

同时，2019年全省小客车新增指
标中，燃油小客车增量指标较上年度
明显减少。取消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限
定，确保到2019年底，全省新能源汽
车占小客车保有量比重明显提升。

加快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计划》强调，2019年上半年要印
发实施相关规划和意见，重点明确各
领域充电桩建设任务、责任部门及责
任单位，确保2019年全省建设各类充
电基础设施和充电接口4万个以上。

同时组织实施“充电桩进小区”示
范项目，在海口、三亚开展试点小区充
电桩建设；并修订出台相关标准，明确
各类建筑物充电基础设施配建标准，
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验收。
其中，办公类建筑按照不低于配

建停车位的25%规划建设；商业类建
筑及社会停车场库（含驻车换乘停车
场）按照不低于配建停车位的20%规
划建设；居住类建筑按照配建停车位
的100%规划建设或预留充电条件；
其他类公共建筑（医院、学校、文体设

施等）按照不低于配建停车位的15%
规划建设。

此外，要将充电设施建设相关
要求纳入《海南省物业管理条例》，
规范小区用户建设自用充电设施
管理。

我省将全面摸排现有居民区停车
位安装充电桩及供电现状。出台（居

住）小区安装新能源汽车自用充电设
施的规范性文件，研究财政奖励、信用
管理等措施对物业公司进行约束。同
时启动老旧小区电容改造工作，探索
建立公共电网对物业管理停车位直接
供电模式；保障电力供应并落实配套
设施建设资金，相关成本纳入输配电
价统一核算。

此外，我省还将简化充电设施
用电报装手续，落实开辟绿色通道
和限时办结要求；发布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服务指南，简化充电设施报
建审批流程，建立监督服务和投诉
热线；并规范充电设施标识牌设置
管理；完善全省充电基础设施信息
监管平台建设，加强公用充电基础
设施监测，完善平台功能，改善用户
体验。

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计划》强调，要实施新能源汽
车专用停车位政策，处理好非新能
源汽车占用充电停车位问题；在海
口、三亚、儋州等重点市县实施包
括物流配送、邮政快递和环卫在内
的新能源车辆交通出行差异化优
惠政策。

我省将落实新能源汽车购置税、
车船税减免和省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

政策，提前研究国家补贴政策退出后
全省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机制和激励
政策体系。

同时，我省还将落实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运营补贴政策，调整完善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补贴标准和补贴
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计划》指出，我省将完善电动

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含物业）分类
指导价格，全面落实新能源汽车充
换电分时电价政策，引导利用谷电
充电。

同时，制定新能源汽车停车收费

优惠政策指导意见，加大对违反价格
政策乱收费行为的处罚力度；实施新
能源汽车售后服务标准和规范，提高
服务保障水平。

此外，今年将在我省职业院校开
设新能源汽车维修专业及课程，探索
校企联合培养、定向培养模式，2019

年培养各类新能源汽车专业维修等技
术服务人员500人以上。

我省还将出台《海南省新能源汽
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实施方案》，
初步构建全省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
池监管回收利用闭环体系；并举办
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加大宣
传引导，营造全省清洁能源汽车推广
良好氛围。

完善清洁能源汽车使用环境

《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推广2019年行动计划》印发

计划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和接口超4万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