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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

自贸英语角⑦

A：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您/非常感谢。
B：You’re welcome.
不客气
A：Thank you for your help.
谢谢您的帮助。
B：It’s my pleasure.
这是我的荣幸。
A：It’s very kind of you.
你人真好。
B：You’re welcome.
不客气。
A：I appreciate that.
感激不尽。
B：I am pleased that I could help.
我很高兴能帮上忙。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尤梦瑜
朗读的英语音频。

在海南全省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建立不
同权属、不同用途建设用地合理比价调节机制和
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统筹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类型
土地的农民收益。

Promote the pilot reform of rural
land acquisition,transaction of collective
land for business- related construction
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system across
the whole province in an integrated man-
ner， establish a proper price ra（ei）tio
regulation mechanism and incre'mental
bene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for con-
struction land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s
and purposes and give overall consider-
ation to the earnings of farmers who are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own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叶
媛媛）“教育部门为何没有选择我们
家孩子的学校”“安装空调后电力问
题是否能保障”……近日，有关“海
口今年将完成20所学校空调安装”
的消息牵动着不少家长的心。6月
17日下午，海口市教育局财务审计
科科长傅军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
专访，对家长们的疑惑进行了解答。

傅军表示，根据海口市政府发
布的2019年为民办实事事项，海口
市教育部门计划在今年完成公办学
校教室空调全覆盖工程（一期）项
目，对全市14所初中和6所高中，共
计1199间教室安装空调。同时海口

也计划从今年起，通过3年时间实现
中小学校教室空调安装全覆盖。

“实施这项工程主要是考虑到
海口夏季气温较高，高温天气持续
时间长，希望通过这项工程进一步
提升教师和学生上课的舒适度，改
善海口公办学校的教学环境。”傅
军说。

事实上，从2017年起，海口市教
育部门已经开始对全市公办学校进
行摸排，并对空调安装全覆盖项目
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制定了项目的
建议书。面对家长们“今年为何只
选择了20所学校”的疑惑，傅军表
示，空调安装项目所需资金庞大，工

作的推进并不容易。
比如，铺开今年20所学校的空

调安装，教育部门需要按照政府投资
项目的程序开展前期工作，取得相关
许可，安排资金进行采购，同时严格
按照招投标程序执行。“此外我们还
需要考虑电路容量和线路改造问题，
联合供电部门新增电力、电压保障设
备，保证学校电压的稳定，保障空调
后期的使用正常。”傅军说道。

对于家长关心的“学校选择”问
题，傅军表示，今年推进的20所学校
由14所初中和6所高中组成，“去年
高考之前，海口已经完成了5所高考
市属高中的空调建设，因此今年教

育部门计划优先完成高中空调的全
覆盖，再将这项工作向初中和小学
逐步铺开。”傅军说，目前教育综合
服务中心正在组织公办学校教室空
调全覆盖工程（一期）项目的初步设
计，待获得批准后可进行招标安装，
预计8月底前可以完成。

此外，海口市教育局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今年海口即将投入办
学的新学校中，目前长彤学校已确
定将会安装空调，其他学校也已纳
入到空调全覆盖的计划当中。海口
市、区教育部门将力争尽快完成空
调全覆盖项目，让全市中小学生享
受到更舒适的教学环境。

海口公办中小学空调全覆盖为何需3年？
空调安装项目所需资金庞大，还要考虑电路容量和线路改造问题

乐东提前布局今年秋季学期
义务教育招生事宜

让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学不再难

本报抱由 6 月 17 日电 （记
者易宗平）6 月 17 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乐东黎族自治县教育局
获悉，该县提前布局今年秋季学
期义务教育招生事宜，不但要确
保本地学籍儿童有学上，而且要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
学问题。

乐东义务教育招生坚持规定
班额，即小学班额 45人、初中班
额 50人；坚持“两为主”，即以公
办学校为主、以流入地政府为主，
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学问题。

对于外来务工及进城务工人
员子女就学问题，乐东明确规
定：父母在县城地区购房并入住
的，以父母购房居住地为准，有
多处住房的，以现居住地为准，
由辖区对口学校接收入学；父母
租房居住的，应是本人与父母在
本县的唯一住所，居住时间半年
以上，由辖区对口学校接收入
学。

同时，乐东对进城务工农民工
子女就学提出4点要求：本人及其
父母属农村户籍；是九年义务教育
适龄儿童少年；随父母或其他法定
第一监护人进城，且在户籍所在地
没有监护条件的；父母或其他法定
第一监护人在县政府所在地务工
就业半年以上。

扎实推进河湖长制工作

琼海运用无人机巡查河湖
本报嘉积6月17日电 （记者袁宇）运用无

人机巡逻，减少河湖巡查盲区，提高工作效
率。6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政府相
关部门获悉，为深入推进河湖长制工作，该市
引进15架无人机开展巡查，覆盖各镇（区），实
现“水陆空”三位一体巡河，有力促进了生态文
明建设。

据了解，琼海市目前已全面建立了区域与流
域相结合的市（县）、镇（区）、村（居）三级河长组织
体系，设立265名河长、111名湖长。通过“双总
河长”模式来领导推动琼海河湖长制工作，建立了
以党政领导为主的责任体系，实现了市（县）、镇
（区）、村（居）三级河长全覆盖，形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据介绍，琼海市将进一步推动一河一策，一河
一档的编制，深入开展河湖治理工作，建立部门协
作机制，加大河湖长制的宣传，以清“四乱”行动为
抓手进一步推动全市河湖长制落地生根，推进河
湖长制工作向纵深发展。

本报海口 6月 17 日讯 （记者
陈卓斌 特约记者高春燕）6 月 17
日，2019年海南省高考网上评卷工
作进入第四天。海南日报记者走访
位于海南师范大学的海南省评卷场
了解到，今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正
在平稳、有序地进行中，截至17日
下午，海南省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已
完成70%，预计将于20日完成所有
的网上评卷工作，届时将进行评卷
信息复核、成绩合成、标准分转换等
工作。

语文
现代文实用文体得分较高

海南省高考语文评卷组组长黄
思贤表示，今年高考语文试卷综合
质量高，紧密结合教材、充分贴合时
代、紧扣课标要求，全面考查德智体
美劳，同时，试卷中出现了演讲、通
知等文体，强化应用性、创新性的考
查要求。

对于公众关心关注的高考作文
评卷情况，黄思贤透露，不少学生能
充分认识个人成长与国家、民族、时
代的深刻关联，展示当下年轻人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不过，也有部
分学生审题不仔细，没有按照要求
写作。

同时，在阅卷过程中，黄思贤的
整体感受是，在文言文阅读和古诗词
分析等内容上，考生表现有些偏弱，
现代文实用文体得分较高。黄思贤
建议广大学子，对于语文这门学科，
学生还是要提高阅读量，做到“多写、

多读、多看”，把基础打牢，才能轻松
应对高考。

数学
注重综合能力考查

数学评卷组副组长沈有建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高考数学试题的难
度基本与去年持平，试题形式上有
些变化，更加注重考查数学素养和
实际应用。

“今年试题涉及卫星发射、乒乓
球比赛、演讲等内容，结合生活实际

的例子多，可能有些学生不大适应。”
沈有建表示，除了试题形式新颖外，
主观题的顺序也有一定变化；同时，
以前的试卷中会有压轴题，特定的题
目有点难度，其他的题目相对容易，
今年的题目难易程度较为平均。

通过试卷的评阅，沈有建认为，
今年高考数学试题考查内容全面，考
查逻辑思维能力、计算能力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因此逻辑思维能力较
好的学生容易拿高分，而对于平常死
记硬背或者参加固定项目训练的学
生而言，就不容易考出好成绩。

英语
考生分数略有提升
英语评卷组组长刘忠喜表示，今

年高考英语试卷难度与往年基本持
平，最大的特点是全面指向核心素养
的考查，要求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做
一定程度的加工，而不再仅仅做知识
的“搬运工”。

刘忠喜认为，通过评卷发现，英语
教学应该加强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加
强课外阅读，通过课外阅读和课内指导
相结合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兴趣习惯。

刘忠喜说，今年9月英语教学使
用新教材，明年英语高考试题中将增
加新题型，都充分体现了对学生的思
维能力考查的高要求，希望一线英语
教师加强对新课标的学习、理解和体
会，落实新课标精神，充分培养学生
核心素养，在教学中增加应用实践的
内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能力。

刘忠喜透露，在评卷中，感觉到
今年试题的短文改错、语法填空的难
度略降，考生分数略有提升，这也充
分反映了海南省英语教育水平正在
稳步提升。

我省高考网上评卷已完成70%
本月20日将完成所有评卷工作

本报文城 6月 17 日电 （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6 月 17
日，文昌市候鸟人才义务教育服务项
目3年实施计划正式启动，首批上海
教育专家加盟文昌基础教育，上海市
3所学校与文昌的学校结对合作交
流，来自上海的名师教育工作室在文
昌成立，将开展跨省市的校际交流和
师资培训等活动。

据了解，结对学校包括上海市
进才实验中学与文昌市第三中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实验小学与文
昌市树芳小学、上海市浦东新区白
玉兰小学与文昌市第三小学霞洞分
校。结对学校将开展跨省市的双向
互动交流活动。同时，在上海名师
的参与下，文昌市成立了“小学数
学、语文教学研究名师工作室”，其

中，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由白玉兰
小学高级教师蔡俊磊主持，将致力
培养文昌市青年骨干教师及数学学
科带头人。

该项目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
本着“沪琼合作、优势互补、服务文
昌、携手共进”的宗旨，借智候鸟人才
帮助文昌培养教育人才，助力促进文
昌市义务教育优质发展。

据悉，文昌注重开展柔性引才
工作，在全省率先采取“政府+企业+
人才服务”模式，分别在清澜、龙楼等
地创建候鸟人才工作站。去年以来，
清澜候鸟人才工作站组织上海30多
名专家学者到文昌市开展“候鸟名家
进学堂”“候鸟名家进文昌”等主题调
研活动，为文昌加快融入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献智献策。

关注高招

6月17日，在海南师范大学评卷场，评卷员在认真评卷。 本报记者 张茂 特约记者 高春燕 摄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6 月 17 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七坊镇牙旺村，看着一株株咖啡苗
已经长出嫩芽，忙得满头是汗的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林壮脸上露出微
笑。作为该村今年新引进的一项特
色高效农业产业，咖啡种植产业花
费了该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许多
精力与心血。

牙旺村有219户村民，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 40 户。除了传统的橡
胶产业外，其他规模化的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产业几乎是空白。今年2
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选派职工林
壮到牙旺村担任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员。如何更好地引进项目助农增
收，是林壮驻村伊始就考虑的问
题。经过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商
讨，多次接洽咖啡企业，了解这一产
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牙旺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决定谋划发展咖啡规模
种植产业。

“5月中旬终于签下合作协议，首
批种苗也种好了，最近雨水充沛，这批
咖啡苗长势不错。”林壮介绍，该项目

首期计划种植规模为35亩，由该咖啡
企业提供种苗和种植技术，选定种植
品种为罗布斯塔中粒种咖啡，种植3
年可挂果。按照每亩种植130株咖啡
树来算，每亩每年咖啡豆收成可达
1000斤至1200斤，按照协议，该合作
企业将按每斤不低于1.5元的保底价
收购。

“只要党员干部带头干，村民们就
会觉得这个产业有好盼头，也才会跟
上加油干！”牙旺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钟海生介绍，面对发展新的产业，部
分村民难免有所顾虑。好在村“两委”
班子成员李志勇大胆尝试，在短短一
个月时间里，已累计种植12亩，共计
1200株咖啡树苗。此外，村民李业玲、

李冠校等4户农户也跟着种咖啡苗。
牙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李志生介绍，今年以来，除了谋划
推进周期较长的咖啡种植产业外，
另一“短平快”产业——辣椒种植项
目也已开始在村里启动。带头鼓励
村民种植辣椒的是该村村务监督委
员会主任唐后广，他种植的朝天椒
规模已有17亩。“辣椒种植周期短，
只要三四个月就有收成，这几年的
市场行情都比较稳定！”李志生介
绍，在村“两委”班子成员和乡村振
兴工作队动员下，符永帅、符永生、
符永利等村民也都利用割胶闲暇时
间试种朝天椒、杭椒等。

“只有稳扎稳打把产业发展兴旺

了，才能加速实现乡村振兴的步伐。”
林壮介绍，上个月，乡村振兴工作队已
开始接洽一农企商讨合作事宜，计划
将牙旺村的冬季瓜菜种植规模扩大至
100亩。目前，乡村振兴工作队正在
和村“两委”班子成员积极动员村民做
好种植的前期工作，同时酝酿成立村
级种养专业合作社，“抱团”将村集体
经济发展壮大。

既要做好“短平快”产业助农增
收，又要从长远考量，为乡村产业振兴
铺好更宽广的新路子，林壮坦言，这个
过程有点苦，也有点累，但他始终相
信，只要努力奋斗，只要恒心坚守，一
定能助推产业落地生花。

（本报牙叉6月17日电）

白沙牙旺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谋划发展新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种下咖啡和辣椒 长短结合促增收

定安开展惠民惠农
“一卡通”专项治理

本报定城6月17日电（记者袁宇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徐露）6月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定
安县纪委监委获悉，为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把党的惠民惠农政策不折不扣地
落实到位，定安县纪委监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专项治理行动，治
理行动一直持续至9月。

定安县纪委监委要求，凡在惠民惠农领域存
在私自保管代管、违规扣留扣压群众“一卡通”问
题的，以及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评定申报和
管理发放中，存在厚此薄彼、优亲厚友，“雁过拔
毛”、吃拿卡要，权力寻租、索贿受贿，克扣截留、挤
占挪用，虚报冒领、骗取套取等问题的，要在2019
年7月20日前向县纪委监委或镇纪委主动说明
问题。广大群众也可依纪依法、实事求是向纪检
监察机关检举反映党员干部惠民惠农“一卡通”问
题线索。

定安县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在限期内主
动说清问题、认错改错的党员干部，依纪依规从
轻、减轻或免于处理。对限期内未主动说明问题，
以及避重就轻、欺骗组织的，一经查实，一律从严
从重处理。对顶风违纪、边清边犯、惠民惠农领域
涉黑涉恶腐败和充当“保护伞”的，坚决从严从重
从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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