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范围
2018年 5月 13日后新引

进的人才，人才引进时间以
2018年 5月13日后第一次缴
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时间
为准

保障对象
经省级职能部门认定的符

合《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分类标
准》（2019）规定条件的大师人
才、杰出人才和领军人才、招商
引资落地企业引进的高级经营
管理人才等

三种保障方式
提供保障性住房、人才公

寓、住房货币补贴
符合购房条件的人才也

可购买商品住宅解决住房问
题

人才公寓方面
2018年 5月 13日后引进

的大师人才、杰出人才和领军
人才，每户家庭可获一套免租
金公寓，工作满一定年限且做
出相应贡献的，赠送一定产权
份额

产权份额赠予
各级人才全职工作满5年，经评估

合格的，可无偿赠与80%产权
全职工作满8年，经评估合格的，

可无偿赠与100%产权
工作未满5年的在工作期间只免

收租金，不赠与产权份额
工作满5年未满8年离职的，取得赠

与的该人才公寓80%产权份额后，可按市
场评估价向市政府申请购买剩余20%产
权份额

具体补贴标准
拔尖人才住房租赁每月补贴5000

元，购房每年补贴6万元
其他类高层次人才住房租赁补

贴每月 3000 元，购房补贴每年 3.6
万元

硕士毕业生以及具有中级专业职
称、技师职业资格、执业医师资格或具有
国家和本省已明确规定可聘任中级专业
技术职务的执业资格人才，住房租赁补
贴每月2000元，购房补贴每年2.4万元

本科毕业生住房租赁补贴每月
1500元，购房补贴每年1.8万元

住房租赁补贴累计发放不超过36
个月，即时受理即时发放；购房补贴累
计发放不超过3年，即时受理，每年集
中发放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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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2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周静泊）担心外
面太热不想出门，又想游遍海南山
水？有款微信游戏可以满足你。6
月23日，由省委网信办和南海网出
品 的 微 信 游 戏 小 程 序“ 一 起 游
Hainan”将正式上线，网友们在微信
小 程 序 中 搜 索 游 戏 名《一 起 游
Hainan》即可添加。

“一起游 Hainan”游戏操作简

单、轻松易玩。打开游戏主界面，披
满绿茵的海南岛便出现在玩家面前，
主界面分为“海岛游览”“水上乐园”

“潜水”等三大区域，每个区域都包含
海南的标志性景点或娱乐项目，玩家
选择进入景点即可进入游戏。

进入游戏后，玩家可划动手指操
纵角色，沿途拾捡补给品或闪避障碍
物，手指离开屏幕时游戏会自动暂
停。

在游戏中，玩家的“体力”值有
限，奔跑中来不及闪躲撞上障碍物便
会降低体力值，捡到补给品则会恢复
一定的“体力”，而“体力”耗尽则游戏
结束。在游戏中坚持得越久，跑得越
远，分数也就越高。

在游戏中，玩家有一定几率会捡
到特殊道具，可能是清补凉、海南粉、
陵水酸粉等海南特色小吃，也可能是
海南名菜、热带水果、海南特色传统

服饰等。据介绍，“一起游Hainan”
游戏向玩家提供了一个了解海南风
土人情、美丽生态的新途径。

“一起游Hainan”微信小程序今日上线

玩玩微信游戏 轻松游遍海南

扫码即可添加
“一起游Hainan”

微信小程序

高招网上咨询
海南专场26日举行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 （记者
陈卓斌 特约记者高春燕）省考试局
6月22日发布公告：省考试局与教
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合作，于
6月26日9时至17时开展“2019年
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海南省
活动专场”。

省考试局表示，广大考生可登
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进
入“海南省网上咨询活动”专区进行
咨询。

关注高招

本报椰林6月22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王卫红）我省近年大力
推进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以
下简称“示范学校食堂”）创建工作，
累计拨付奖补扶持资金4160万元，
共有235所食堂参与创建，93所食堂
获得授牌，其中2所食堂被确定为示
范学校食堂培训基地。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省教育厅获悉的。

孩子吃的饭菜安全吗？食堂人

员是否注意卫生？这些家长们担忧
的问题，如今打开电视或上网观看直
播，就能得到解答。

通过进行视频直播、装设透明橱
窗等方式，让家长、师生们直观地看到
厨房食品加工制作的全过程，又名“明
厨亮灶”工程，是示范学校食堂最重要
的创建标准之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在示范学校食堂的带
动下，截至今年初，我省已有1067家学

校食堂实施“明厨亮灶”工程，其中采用
了视频方式的食堂占到近九成。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示范学校食堂
已接待各类参观学习200多批次共计
5万多人次。除推动实施“明厨亮灶”
工程，示范学校食堂也给周边学校食
堂建设食品安全检验室等硬件设施，
建立完善索证索票制度等“软件”配套
等提供了参照，辐射带动效应明显。

据悉，2016年，我省出台方案，

决定于“十三五”期间，每年在全省创
建不少于 20 所示范学校食堂，到
2020年创建100所以上，以充分发
挥示范学校食堂的引领带动辐射作
用，促进我省学校食堂健康发展，食
品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眼下，示范学校食堂数量已近百
所，即将达成目标。但学校食品安全
工作绝非一劳永逸，接下来我省还将
围绕学校食堂开展哪些工作？省教

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各地
各校将综合学校“软硬件”情况，对学
校食堂风险进行量化评级，依据风险
级别确定现场检查频次，建立日常监
管长效机制；将大力推进“明厨亮灶”
工程，力争到今年年底，实现我省学
校食堂“明厨亮灶”占比达70%；将积
极开展人员培训和宣传教育活动，督
促学校落实食堂各项规章制度，完善
相关记录，实现所有行为可追溯。

我省累计投入4160万元推进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创建工作

1067家学校食堂“明厨亮灶”成标配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陈
卓斌 特约记者高春燕）海南日报记者
6月22日从省考试局获悉，公安、司
法、消防等院校在我省的招生说明现
均已在网上公布，相关面试工作定于7
月1日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进行。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我省报
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和中国消防救
援学院的考生，须具有海南省常住户

口并在海南省参加高考；报考中央司
法警官学院的考生，须在海南省参加
高考。此外，报考上述高校的考生还
需通过政治审核或政治考察、政治考
核，以及面试、体检、体能测评或心理
测试等。

省考试局提醒，在进行体能测评
前，考生和家长务必确认考生身体健
康。考生要严格按照体能测评场地工

作人员要求，做好热身等准备活动，根
据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如考生存在不
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或未如实填写
相关个人信息等情况，将取消入学资
格，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

此外，6月24日起，有意愿报考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考生可登录省
考试局网站或海南消防网，下载《中
国消防救援学院招收青年学生政治

考核表》，按表格要求填写个人相关
信息。参加面试时，考生需将考核表
交给现场工作人员，有特殊情况不能
按时提交的，必须在7月3日上午12
时前，将考核表提交到省消防救援总
队政治部，过期视为政审不合格。

具体体检项目、面试内容、体能
测评项目和相关标准，请登录省考试
局网站查询。

公安司法消防高校7月1日在我省招生面试
地点：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邓
海宁）6月22日，海口市公安局发布
检举揭发郑伦敬犯罪团伙犯罪线索
通告。

近日，海口市公安局正在组织侦
办以郑伦敬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
伙案件，目前已刑拘犯罪嫌疑人郑伦
敬、郑忠林、麦发成等多名团伙成
员。经查，自1997年以来，以郑伦敬
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长期盘踞
在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一带，为非作
歹，称霸一方，欺压百姓，当地老百姓
敢怒不敢言，指使郑佳敬等人实施故
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
犯罪活动，严重扰乱当地的社会治安
和老百姓的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
的社会影响。

为进一步深挖扩线，追究相关犯罪
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海口市公安局号召
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检举揭发郑伦敬
犯罪团伙，积极提供违法犯罪线索。

同时，海口公安机关正告其他犯
罪嫌疑人认清形势，放弃侥幸心理，
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
违法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

海口公安征集郑伦敬
团伙违法犯罪线索

举报、投案自首现场受理点：

海口市美兰区群贤路42号
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刑警大队

举报电话：

苏警官 18976855888
吴警官 18876730820

琼剧传唱
最美乡音

6月22日，在海口市美兰区大
致坡镇戏剧家活动基地，以“传承最
美乡音”为主题的2019第四届大
致坡琼剧文化节开幕。折子戏等丰
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省的
琼剧团队、琼剧表演艺术家、琼剧爱
好者等齐聚大致坡，共享琼剧的视
听盛宴。

本届琼剧节组建了琼剧文化志
愿服务队，琼剧名角与戏迷作为志
愿服务带头人，将进一步深入基层，
与喜爱琼剧的基层百姓之间近距离
接触与交流。

本报记者 张茂 摄影报道

万宁交警纠正交通陋习出新招

朋友圈“集赞”代罚
本报万城6月22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曾

望）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获悉，结合“双创”（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省级文明
城市）工作期间道路交通管理现状，万宁交警将以

“朋友圈集赞代罚”的新方式，扩大宣传效果，纠正
群众不文明交通陋习。

6月21日9时许，万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16
名路管员在环市二路红灯路口开展“双创”工作，
共查扣涉牌涉证摩托车42辆，查处违法电动车
46辆次，现场微信发朋友圈集赞20个教育放行
34人次，现场开单处罚12人次。

万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原
本很多违法行为人对数十元的处罚并不在意，为
此今后对查纠的违法行为人，将按照“教育为主、
处罚为辅”的原则，通过集朋友圈“集赞”代罚的新
方式，扩大宣传效果，提醒广大摩托车、电动车驾
驶员驾驶摩托车、电动车上路时，一定要遵守交
规，戴好头盔等。

无证驾驶报废车、超载、找人顶包

儋州一男子被罚5000元
拘留15日

本报那大6月22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邓礼华）无证驾驶报废车超载，还找人顶包逃避处
罚。近日，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这起违法驾
驶行为违法人康某罚款5000元，并处15日拘留，
车辆收缴强制报废。

6月18日，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王五镇查
获一辆车牌号为鲁H7A102的重型牵引半挂车。

办案民警曹警官介绍，在被查获后，司机康某
不仅否认违法事实，还存在串供行为，企图隐瞒实
情摆脱相关处罚。他还偷偷打妻子电话，让她帮
忙找司机顶包。

经查询，康某曾有驾驶证，因为没有及时年审
被注销，就曾因为无证驾驶被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拘留。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加派人
手，多方面调查取证，在逐渐完善的证据面前，康某
承认自己就是当天驾驶司机，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上接A01版
王泳苏心态的转变，是从五指山红茶走上品

牌化道路开始。
“我们数十家红茶企业达成共识抱团发展，从

种植、加工、包装、销售等多方面着手，通过制定标
准促使茶叶提质增效，同时带着茶叶积极走出去
参与各种营销活动，有效提高了五指山红茶的品
牌知名度与影响力。”五指山市茶叶协会会长郑丽
娟介绍，随着2015年底五指山红茶正式获得原国
家农业部地理标志产品认证，五指山红茶产业开
始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从一斤成品茶卖不到30元，到高端红茶卖出
3000元甚至上万元，类似的“逆袭”路径在五指山
农业产业发展中并不鲜见。“五指山耕地规模有限，
农业发展必须走‘小品种、大产业’的路子，只有精
细化农业、高效农业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在五指
山市委书记宋少华看来，向土地要效益的关键，是
打造出一批热带山地高效农业“王牌产业”。

昔日用来围篱笆的树仔菜，经过多年的市场
培育后畅销韩国以及香港地区等，每亩地年产值
逾万元；山坡上种下忧遁草，被国家卫计委批准为

“普通食品”后，制成的忧遁草茶、忧遁草粉等产品
畅销省内外；过去三杯两盏下肚的山兰酒，经过品
牌化包装搬上展销会后，收获了大量订单……

近年来五指山采取“村党支部+合作社+贫困
户”“职业院校+示范点+贫困户”等模式，对茶叶、
忧遁草、树仔菜、百香果、五指山鸡、五指山五脚
猪、果子狸等全市产业基础好、经济效益高的特色
种养产业实施农业全产业链扶持，正让传统农业
不再“传统”，现代农业方兴未艾。

农文旅融合促振兴

穿梭于水满乡的山间小径，一畦又一畦的茶
树层层叠叠。“这里到处都是风景，还能体验采茶
制茶，来了真不想走。”来自海口的游客陈淼一家
人慕名自驾而来，半天的旅程令他们兴奋不已。

在将一捧捧茶叶销往省内外之余，“来水满品
一杯茶”早已成为五指山旅游的一块金字招牌，而
探索“以茶促旅、以旅带茶”发展模式，只是该市深
度挖掘农业产业与田园风光、农耕文明、民族文化
内涵，将其转换成文旅产品形成乡村经济增长点
的一个缩影。

聚居于昌化江与南圣河交汇处的番阳村村
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传统的黎族酿酒技
艺。“过去酿酒是给自己喝。”番阳村村民罗文军
说，自从他成立雅丽黎家酿酒专业合作社，带着山
兰酒参加各种展销活动后，这才意识到酿酒这门
传统手艺也能挣大钱。

在政府的扶持下，番阳村20户困难群众陆续
加入雅丽黎家酿酒专业合作社，从事种植、酿酒、
管理等工作，去年每户平均增收5000元。伴着越
飘越远的酒香，如今番阳村也计划着建设一处酿
酒坊，邀请游客来村里近距离体验酿酒文化，让农
户们除酿酒收入外还能吃上“旅游饭”。

“我们希望能基于独特的田园生态环境与特
色农耕文明，在农业生产种植的基础上附着观光
休闲功能，从而形成田园生态保护与旅游休闲互
促互利的双赢局面。”在宋少华看来，把“种庄稼”
变为“种风景”，让农业区变成观光区、田园变乐
园，正是目前五指山践行农文旅融合发展理念的
实现路径。 （本报五指山6月22日电）

农业发展“小而精”
产业融合“美而富”

三亚市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公布

拔尖人才累计可获购房补贴18万元
本报三亚6月22日电（记者李艳玫）近日，三亚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三亚市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明确

人才住房保障对象范围、住房面积、补贴方式、补贴标准等方面内容，妥善解决人才住房问题，提升人才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