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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海南省职业教育活动周火热进行中

迎新中国七十华诞 展新时代职教风采

诚邀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指导！

2019年海南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定于5月6日至5月12日举行。其中，职业教育发展成果展
省级展区将于5月10日至5月11日（每天9时至21时）在海口市体育馆进行展出。

活动周原则
省级统筹，分级负责；务实高效，力求节俭；强化宣传，扩大影响；安全第一，热烈和谐。

活动周内容
（一）职业教育发展成果展
通过作品展示、技能展示、办学特色展示等活动，充分展示各职业院校师生技能和精神文明风采。

（二）师生风采展演活动
以具有强烈职业院校特色的说、唱、歌舞等舞台表现形式，充分展示职业教育发展成果，传达职业院

校立德树人育英才的理念。

（三）开放校园
各职业院校面向中小学生、学生家长和社区群众开放校园，紧密结合本校特点和育人环境，开展职

业体验观摩、校企合作成果展示、校园文化展示等活动。

（四）走进社区
各职业院校组织师生积极走进驻地社区（街道、乡镇），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开展便民服务，展示职业

教育成果。

（五）联合企业
各职业院校联合相关行业企业，面向职业院校学生、中小学生、学生家长和社区群众开辟通道或展

区，开展工作现场体验观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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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屡创佳
绩，共获得329个奖项，其中一等奖25个，二等奖107个，三等奖197个。

主办单位：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省总工会、共青团海南省委、海南中华职业教育社

（本版策划、撰文/成卓 李丽雯）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尹建军

符贵金习惯把那本小红本叫作自
家农房的“身份证”。

实际上，小红本是不动产权证
书。农村房屋有不动产权证书，这在
海南其他村庄见不到，但在东方市东
河镇土蛮村并不稀奇。

东方市率先试点
农房也有“身份证”

“我们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这本小
红本，都有这个‘身份证’。”5月5日，土
蛮村村民符贵金从屋里拿出专门存放
文件的袋子，小心翼翼地抽出不动产权
证书，一边翻看一边说道：“原来也有一
本小红本，那个是土地‘身份证’，不是
这个农房‘身份证’。去年村里来了测
量队给我们核对确认房屋和土地位置面
积后，就换了这个证。”

“权利人：符贵金；权利类型：宅
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用途：农村
宅基地/住宅；面积：共有宗地面积
175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21.73平
方米……”包括不动产单元号等基本
信息，以及宗地图、房产分户图等测量
资料，都在符贵金的不动产权证书中
一一注明，清楚了然。

“喏，从这里到这里，就是我们家范
围。测量队过来测量的时候，也叫邻居
一起确认过。”符贵金从房屋这头走到
那头，比划了一番后拍着证书笑道，“现
在白纸黑字印成证书了，以后要是还有
什么关于房屋土地界限的争论纠纷，只
要拿出证书来就都清楚了！”

农村房地一体，是指将村民的房屋
和宅基地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发证，主要
工作内容除了外业专业队进村入户开
展地籍、房屋测量调查外，还包括了解
土地来源、邻居指界确认、村镇检查核
实、内业组再审查，以及审批公示等。

“简单理解，农村房地一体登记，
就是将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和房屋
所有权证‘合二为一’，统一制发不动
产权证。”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
主任科员石英文介绍道，在土蛮村开
展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
试点工作过程中，该市坚持“一户一
宅”“权属合法、界址清楚、面积准确”

“不搞齐步走、不搞一刀切”等原则，切
实维护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从村民、村委会、乡镇、市县局到市
县政府一级一级确认，再返回市县局、乡
镇、村委会、村民一级一级核对……石英
文说，目前已完成土蛮村共268户村民
的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工
作，涉及总面积约4.52万平方米。

利于产权明晰
将在更多市县推广

作为东方乃至全省第一批拿到农

村房地一体不动产权证书的村民，符
贵金的喜悦都写在脸上，“房子有了

‘身份证’，我们去哪都不怕！”土蛮村
党支部书记符荣平笑着解释道：“过
去农村只有土地证，没有房屋证，因
为存在界限纠纷等情况，邻里乡亲没
少闹别扭。现在土地、房屋都有了

‘身份证’，界限清楚了，权属也清晰
了，以后不管是自己发展生产、外出
打工，还是流转土地、出租房屋给企
业，有证在手，村民们的心里也会更
加踏实。”

有了“ 身份证 ”，吃下“ 定心
丸”。“通过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确
权登记发证试点工作，有利于形成
产权明晰、权能明确、权益保障、流
转顺畅、分配合理的农村集体土地
产权制度，对于下一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加
快建设美丽乡村和城乡统一的土地
市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

城乡统筹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
义。”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

农村房屋有不动产权证书，现
在在土蛮村并不稀奇，以后在全省
各个村庄也都将不算“稀奇事”。以
土蛮村为切入口，接下来我省将稳步
推进文昌、琼中等市县的农村房地一
体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试点工作，
同时研究在全省范围内铺开。以东
方为例，“目前全市已完成 25个村
庄的外业测量并提交测量成果
17952 宗，涉及面积约 355.08 万平
方米，完成发证 791 宗，城乡结合
部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确权登记
工作预计今年 6 月底完成，计划利
用3年时间依法完成全市各乡镇村
庄的发证和数据库建库工作。”东
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彭
建说。

（本报八所5月7日电）

我省稳步推进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试点工作

房屋土地界限有纠纷？拿证出来都清楚了

本报椰林5月7日电（记者梁君
穷 特约记者陈思国）“加快点动作，
新的一车荔枝又到了。”5月 6日晚
上，海南日报记者看到，陵水黎族自
治县景鹏集团农产品初加工集配产
业园内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忙着搬
运、清洗、分拣、包装刚从果园摘回的
妃子笑荔枝。

这批1万斤的荔枝在7日上午8
点前被送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经检
验检疫合格后，空运发往意大利、西班
牙、荷兰、加拿大四个国家。经三亚海
关部门确认，这是我省今年出口的最
早一批荔枝。

“每日果园中有200人在摘果，集
配产业园内也有150人在清洗包装，
但这样还是觉得人手不太够。”集配产
业园相关负责人苏志宏介绍，整个产

业园每日包装发往国内外的荔枝约为
30万斤至50万斤，按照目前稳定的
海外订单量来看，每周发往国外的荔
枝可达3万斤。

相比于往年国外市场基本集中于
美国、加拿大，今年陵水荔枝出口首单
便发往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加拿大
四个国家。“我们公司原本在福建从
事荔枝出口时已经积累了不少国际
市场客户，去年在陵水开设这个产业
园，是希望将国外市场资源与陵水优
质的热带果蔬产品相对接，推动陵水
果蔬产品的品牌提升与对外出口，今
后陵水荔枝出口的国家会越来越多。”
苏志宏说。

据悉，陵水是我省荔枝主产区之
一，因其生产的荔枝上市早、品质佳，
具有较强的市场优势。2018年，陵水

全县荔枝种植面积约为3.3万亩，其
中收获面积约为 2.96 万亩，总产量
2.66万吨，总产值约1.8亿元。

陵水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第一季度陵水外贸进出口总额约
为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4%。
但除纺织品、农产品外，可供出口的产
品仍不多，出口产品仍存在品类单一、
附加值低、国际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
今后还将着力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
品牌。

我省今年荔枝出口首单销往欧美四国
由陵水发往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加拿大

5月6日晚，陵水景鹏集团农
产品初加工集配产业园内，工人们
连夜分拣包装妃子笑荔枝。这是
我省今年首批出口的荔枝。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我省开展
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本报海口5月7日讯（记者孙慧）5月6日至
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我省围绕“提高灾
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主题，开展防灾
减灾宣传活动，动员全社会重视参与防灾减灾事
业，推动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

从5月 6日至 12日，我省各市县应急管理
部门面向社会公众普及各类自然灾害以及生
产安全、燃气泄漏等事故知识和防范应对基本
技能。此外，各市县相关部门还开放防震减灾
科普教育基地、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等设施和场
所，设立专区开展防灾减灾基本技能公众体验
活动。

提升贫困户家庭妇女就业能力

2019“定安粽子”
裹绑技术培训班开班

本报定城5月7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王兰兰）5月7日，以“乡村振兴 巾帼
行动”为主题的2019“定安粽子”裹绑技术培训班
在该县定城镇开班。来自定城、龙门、龙湖等镇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妇女共60余人参加培训，学
习粽子裹绑技术。

培训班上，培训教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参
训学员示范讲解粽叶叠放、裹绑粽子的要求和技
巧，并通过实际操作，向学员介绍粽子制作的要
领，同时就学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
出指导意见。

“平时在家包粽子都是随便包裹，今天参加这
个培训，才知道粽子还能包裹得这么漂亮。”培训
学员李秀梅是龙门镇龙拔塘村妇女主任，去年听
说有贫困户通过参加裹绑粽子培训班，学会包粽
子技能，今年她便专程带着6名同村的贫困妇女
前来学习。

定安县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表示，“定安
粽子”裹绑培训班举办至今已经是第三年了，
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不仅为贫困户再就业提
供了帮助，还解决了企业用工难的问题。从
2017 年开办第一期到现在的第三期，已经成
功向企业输送300余名工人，解决了贫困户的
就业问题。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是2019海南（定安）端午
美食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由省妇联、定安县委宣
传部、县妇联主办，县粽子协会承办。旨在通过培
训学习，提高贫困户的粽子裹绑技能水平，满足粽
子生产企业的用工需要，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促
进其脱贫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