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气象局发布高温四级预警

今日我省多市县将现
36℃—38℃高温天气

本报海口4月9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许嘉）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该局已于
4月9日16时发布高温四级预警：预计10日白
天，东方、昌江、白沙、儋州、澄迈、定安、屯昌等市
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36℃—38℃的高温天气，
请有关单位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省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气不要长时间在太
阳下暴晒，注意到阴凉下休息。外出活动前，应做
好防晒的准备，运动量不宜过大。

根据海南省实际情况，高温预警按以下标准发布
科普小知识

预计未来24小时内
3个及以上市县
将出现40℃以上的高温天气

三级
预警

预计未来24小时内
7个及以上市县
将出现37℃以上的高温天气

四级
预警

关注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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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中考各学科考试说明出炉
试题难度适中,较难题约占10%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4月9日，海口市琼山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文明实
践日 志愿暖琼山”集中示范日活
动。在琼山区双创广场，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的学生通过环保绘
画、听讲湿地保护知识等，来培养
自身的环保意识。

据了解，为促进文明实践落
地生根，琼山区将每月第二周的
星期二确定为全区的“文明实践
日”。今后，该区还将开展“环保
公益在行动”“科学健身 全民运
动”等志愿服务活动，搭建起文
明实践与群众之间互动沟通的
桥梁。

本报记者 张茂
特约记者 龙泉 摄

文明实践日
志愿暖琼山

定安整治巡察纪律“宽松软”

2名巡察组长被约谈

本报定城 4月 9日电 （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杨文潇）
近日，定安县委巡察办在对县委第
八轮巡察各组工作情况进行督查指
导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一个巡察组
的组长、副组长及 1名组员未经请
示报告擅自离开巡察工作岗位。同
时，该组进驻以来，仅开展了个别谈
话工作，被巡察单位的账目凭证、会
议记录等资料均未开始进行核查，
工作进展滞后。为严肃巡察工作纪
律，定安县委巡察办对 2名巡察组
组长进行约谈。

定安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主要
负责人表示，此次约谈，旨在压紧压实
巡察组工作责任，要求巡察干部发扬
斗争精神，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始终做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的模范和表率。

下一步，该县委巡察办将继续加
强对巡察组的监督指导，不断提升巡
察组工作水平，持续传导压力，推动全
县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海口4月9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孙令正）如果你有帮
助创业者的心，如果你有帮助创业项
目的能力，快来申请成为海南省创业
导师吧。记者近日从海南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获悉，第五批海南省创业导
师征集工作将于近期启动。

本次受聘的导师将主要为有创
业意愿或处于创业初期的各类创业
者提供项目策划、项目评估、市场分
析、融资贷款、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咨
询和指导；接受创业者委托，对创业
项目进行必要的市场调查及可行性
研究，并提出意见及建议等。

我省公开征集第五批创业导师

海口⇌芭提雅航线复航
每周执飞3班

本报海口4月9日讯（记者赵优）4月9日零
时30分，随着泰国狮航SL1438航班飞抵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海南联合航空旅游集团携手泰国狮航
运营的海口⇌芭提雅定期直飞航线成功复航。

据悉，该航线每周执飞3班，去程海口➝芭提
雅航班号为SL1439，每周二、四的航班时刻为北
京时间01：30—03：00；每周六的航班时刻为01：
00—02：30。回程芭提雅 ➝ 海口航班号为
SL1438，每周一、三的航班时刻为北京时间21：
05—次日00：30；每周五的航班时刻为20：40—
次日00：05。

泰国是海南传统客源市场，2018年全年，泰
国赴琼旅游人数达 18495 人次，同比增长
20.3%。海口⇌芭提雅航线的复航，将为海口和
芭提雅的旅游市场增加新的活力，并充分发挥芭
提雅国际客源优势，以海口⇌芭提雅航线为中转
枢纽，为海南输送更多的国际游客，优化海南国际
客源结构，提高海南国际化水平。

海口平价菜便民网点
今起撤离
预计本月20日全部撤完

本报海口4月9日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记
者4月9日从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获悉，随着春
节期间保供稳价任务顺利完成，菜篮子平价菜便民
网点将于10日起按照计划逐步撤离，并于4月20
日完成海口市所有平价菜便民网点的撤离工作。

作为海口市春节期间保供稳价的重要措施之
一，海口菜篮子产业集团旗下的59个集装箱形平
价菜便民网点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春节前至今，
菜篮子的平价菜便民网点已连续营业超过80天，
保障了期间蔬菜价格与供给的稳定。

在菜篮子平价菜便民网点撤离后，海口市民
可到各农贸市场内的菜篮子直营摊位以及菜篮子
社区平价菜店、菜篮子平价超市、菜篮子社区加盟
店及合作店共172个网点选购菜篮子平价菜，也
可以通过椰城市民云或小菜侠APP的电子地图，
选择就近网点前往选购。

海豚搁浅三亚西岛
中外人士合力救助

本报三亚4月9日电（记者林诗婷 通讯员
赵玉顺）“克雷格，再坚持一会儿，救援人员很快就
到了！”4月9日16时许，在三亚西岛景观大道附
近海域，来自加拿大的克雷格半蹲海中，用双手托
住了一只搁浅海豚，西岛景区工作人员、西岛渔村
村民见状也纷纷加入到救援行动当中。当天，在
西岛边防派出所民警、中外热心人士等多方合力
救助下，一只搁浅海豚被成功护送回深海。

据悉，当天16时许，长期驻西岛从事环保工作
的加拿大环保艺术家克雷格在西岛海滩散步时，发
现一只搁浅的海豚。他立即向正在附近工作的西
岛景区保洁工作人员求助报警，并联系西岛景区及
西岛社区工作人员。随后，克雷格跳入海中游向海
豚，试图用双手托住海豚，将其重新送回海洋。这
一幕也吸引了不少景区工作人员与西岛渔村村民
参与到救援行动中。

接到报警后，西岛边防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现
场，对海豚进行检查。经检查，该海豚为黑色，身长
约1米，体重约80斤，为海豚幼体，由于退潮，在西
岛浅水区搁浅。确认海豚身体无恙后，警方、热心人
士合力用快艇护送海豚回到深海区，将其放生。

洋浦边检站28名民警
献血近万毫升

本报洋浦4月9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张
业）4月8日，洋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开展献血活
动，28名民警撸起袖子，无偿献血共计近1万毫升。

据悉，洋浦边检站多年来始终将无偿献血作
为“心系百姓、服务社会”的重要举措，用实际行动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在献血现场，全体民警主动配合医护人员逐
项进行检查，经过填表格、量血压、身体检查和血型
化验等环节后，医护人员开展采血工作，整个献血
过程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边检站民警岑健说：“这
是我第一次献血，希望能帮助到他人。”

各学科试题将分为基础题、中等难度题和较难题三个档次，所占分值之比约为7：2：1试卷结构

本报海口4月9日讯（记者陈卓
斌 特约记者高春燕）省中招办日前
印发《2019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各学科考试说明》（以下简称《说
明》），进一步明确今年中考各个学科
的考试目标和要求、命题范围和内
容，以及考试方式、试卷结构等。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9年，
我省将继续实行学业水平考试和高
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的
办法。根据《说明》，本次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考查）各学科试题将分为基
础题、中等难度题和较难题三个档
次，所占分值之比约为7：2：1。全卷
试题总难度控制在0.60至0.65左右，
属难度适中。

各学科具体考试说明可登录省
考试局网站查询。

此外，海南日报记者4月9日从
省中招办获悉，为提高学生的实验
动手能力，全面落实课程改革目标，
我省决定继续将物理和化学实验操
作技能考查列入 2019 年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考查范围，并将考查结果
列入综合素质评价范畴，作为学生

初中毕业和参加高中阶段学校录取
的依据之一。

省中招办介绍，对学生物理、化
学实验操作的评价，强调实验的操作
技能与方法，不过分强调实验结论的
准确性。考查结果以等级制呈现，分
A、B、C、D四个等级。实验操作考查
结果记入《海南省初中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报告单》。

万宁群兴村做好市场调研，探索在槟榔上种石斛

树上种“金草”产销不用愁

■ 本报记者 袁宇

“我们计划利用槟榔树种石斛，
把槟榔石斛产业作为引领群兴村实
现乡村振兴的新产业。”4月9日，在
万宁市后安镇群兴村，省农业机械
鉴定推广站派驻群兴村的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陈大穗指着村里的大片
槟榔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项新
产业将优先在贫困户中开展，带动
贫困村民增收。

槟榔树上能种石斛吗？陈大穗
说，石斛不能接受强光照，而且附生
的植物枝干不能密，槟榔树正好合
适，“我亲眼见过槟榔石斛，不仅石斛
养得好，连附生石斛的槟榔树也要比

一般的槟榔树长得好。”
原来，石斛种植对水肥的管理

要求很高。而在槟榔石斛种植的过
程中，槟榔树也能受益于石斛种植
中的优质水肥管理，从而实现增产
增收。

群兴村以种植槟榔为主，槟榔
林面积超过2000亩。陈大穗说，如
果能利用这些槟榔树种植石斛，不
仅能解决群兴村集体经济薄弱的问
题，还能促进万宁市槟榔产业发展
出全新的衍生经济，“目前1亩石斛
的年产值4万元以上，而且市场稳
定，产业前景好。”

为此，陈大穗与驻村工作队队
员、村“两委”干部多次到海口石山镇

施茶村、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
研究所等地学习取经，还专门请来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节水灌溉专家吕
名礼为村子发展的槟榔石斛产业出
谋划策。

“根是苗的嘴，水是肥的腿，让肥
长上腿，找到植物的嘴。”吕名礼说，
在槟榔石斛产业发展过程中，可以通
过使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和实效农
业的物联网技术，做到精确灌溉，“还
可以使用智慧灌溉，破除以往靠经验
灌溉的瓶颈。”

据介绍，石斛可通过营养基在槟
榔树的树干上“安家”，每棵槟榔树可
以种植3至4株石斛，1亩槟榔林能
种400多株石斛，比在平地上种石斛
的效益还要高。

“石斛种苗将由专门的育苗公

司提供，种出的石斛也将由专门的
公司回购，农户不用担心石斛的销
路问题。”陈大穗介绍，首批槟榔石
斛计划试种21亩，试种成功后就在
全村铺开，“发展槟榔石斛产业，农
户需要投入较多的设施费用，我们
也将向相关部门争取扶持资金，减
轻农户的压力。”

陈大穗说，下一步，他们还将着
力建立槟榔石斛种植风险调控体系，
通过成立“群兴农业商社”，在资源、
生产、交易环节建立起契约关系，作
为新型村集体经济主体，打牢群兴村
特色产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石，并以
此带动当地乡村特色产业开发，促进
脱贫攻坚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生态
保护协调发展。

（本报万城4月9日电）

本报海口4月9日讯（记者傅人
意 通讯员潘志勇 杨先辉）4月9日
下午，省扶贫办召开扶贫龙头企业认
定存在问题整改集体约谈会议。会
上透露，目前我省已经清理撤销30
家扶贫龙头企业资格。针对现存的
72家扶贫龙头企业，省扶贫办要求
各市县对照新修订的《海南省扶贫龙
头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进行自查自纠，下一步，第三方
审计机构将对市县扶贫办整改情况
进行审计。

省扶贫办主任孟励表示，这是省
扶贫办首次对市县扶贫办负责人启
动正式约谈，主要针对扶贫龙头企业
认定方面存在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
整改。今年是我省基本实现脱贫攻
坚任务的决战之年，也是作风建设

年。约谈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推动问
题的整改，今后约谈工作将成为常态
化。下一步，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核
查，把真正能发挥作用的龙头企业留
住，让优惠政策精准惠及助力脱贫攻
坚的企业。

被约谈的三亚市、儋州市、昌江黎
族自治县扶贫办负责人均表示，今后
将压实责任、强化作风、落实整改，对

扶贫龙头企业申报材料认真审核，对
现存扶贫龙头企业严格监督管理，增
强其辐射带动贫困户的能力，提高产
业组织化程度，加快贫困户脱贫致富，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悉，日前新修订印发的《办
法》要求，扶贫龙头企业应该在企业
带动辐射能力、组织形式、企业规
模、企业经济效益、企业信用、企业

产品等方面符合相关条件，尤其是
企业与带动贫困户之间要签订1年
以上（含 1年）的劳务用工、委托生
产、订单农业、确定保护价收购、利
润返还、入股或合股经营等书面协
议形式，明确企业与贫困户的权利
义务，使贫困户如期脱贫。企业应
该在脱贫攻坚期间带动贫困户累计
100户（含）以上。

省扶贫办就扶贫龙头企业认定存在问题整改开展集体约谈

我省清理撤销30家扶贫龙头企业资格

全省第31届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落幕

儋州获47个奖项

本报那大 4月 9日电 （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李珂）近日，由省科协
与省教育厅共同主办的全省第 31
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落幕。本次
大赛以“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
是一场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
和科学探究项目的综合性科技比
拼，通过公开展示、专家问辩和素
质测评等活动环节最终确定获奖
名次。儋州青少年发挥出色，共获
得47个奖项，其中一等奖6项、二等
奖 20项、三等奖 21项，4个项目入
选全国赛。

据悉，为参加本届大赛，儋州市
科协和市教育局精心组织，鼓励各
中小学的学生积极参与，开展了儋
州市第十七届青少年科技创新比
赛，共收到各类作品160件，经专家
组评审，向大赛组委会报送项目51
个。最终，《简单易储存的昆虫人工
饲料制作》荣获科技实践活动类一
等奖，并获得今年 7月在澳门举办
的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参赛资格；《多功能智能垃圾桶》
《“内轮盲区”提醒装置》荣获科技创
新成果类一等奖；《公路管廊系统》
《森林保姆》《机器人喂鱼》3幅科幻
画作品获得优秀少儿科幻绘画奖一
等奖，并获得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参赛资格。

创业导师的征集对象
■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科研开发推广机构中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机关事业单位中对创业工作有管理、指导、服务职责的业务负责人；
■法律、会计、经济咨询等行业的社会服务机构中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有5年以上从业经历的专业人士；
■自主开办或管理企业5年以上，且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创业人士或企业管理者；
■财政、工商、税务、金融、市场分析、风险投资、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中具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的从业人员；
■取得省级（含）以上人社部门认定的创业讲师（培训师）证书，并从事相关工作3年以上的专业人士；
■经省认定的高层次人才。

申请方式
填写《海南省创业导师申请表》并附相关材料扫描件，于4月15日前发送至hnjyjrcc@163.com

评审小组将对申请人进行审核，择优聘用并颁发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