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教育“三类幼
儿”（适龄孤儿、残疾幼
儿及家庭经济困难幼
儿）生活费补助标准从
每生每年 750 元提高
到1300元

从秋季学期开始，义务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更名为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
补助”，将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非
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
保家庭学生及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4
类家庭经济困难的非寄宿学生纳入资助范
围，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年500元、初中每生
每年625元

从今年秋
季学期开始，
我省设立中等
职业教育国家
奖学金，标准
为 每 生 每 年
6000元

从秋季学
期开始，本专
科国家助学金
标准从每生每
年 3000 元 提
高到3300元

从秋季学
期开始，将为
2014、2015 年
已脱贫的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
学生发放特惠
性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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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大力士胡鑫柱
夺二青会举重金牌

本报太原8月14日电（记者王黎刚）2019年
全国二青会举重比赛8月 14日在山西太原结
束，海南海口业余体校队大力士胡鑫柱在业余体
校男子甲组102公斤级的比赛中，抓举140公
斤、挺举175公斤，总成绩315公斤，以1公斤的
优势逆转北京队大力士陈鑫硕，夺得冠军，为海
南代表团再添一金。目前，海南代表团共夺得了
13金6银7铜。

在14日进行的沙滩排球四分之一决赛中，
海南队有三对组合进入了U15组四强，一对组
合进入了女子U19组四强。其中，海口业余体
校队的许绩攀/符传权组合2：0战胜了浙江绍
兴组合队，三亚业余体校队的杨佳佳/高紫嫣组
合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海口业余体
校一队吴邦键/吴英朝组合战胜了香港特别行
政区二队。海南体职院业余体校队的谢虹/韦
超寒组合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进
入了女子U19组四强。

寻找海南最美退役军人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陈
卓斌）海南日报记者8月14日从省教
育厅在海口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与去年相比，2019年学生资助政
策有5方面新变化。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不断完善学
生资助体系和规范化建设，认真抓好

“助、奖、免、补、贷”各项学生资助政策
的落实工作。2018年，全省共发放国
家和地方资助政策资金约8.03亿元，受
资助学生约44.44万人次；共发放教育
扶贫资助3.56亿元，资助建档立卡、农
村低保、特困救助供养学生27.1万人
次；2018年新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3.66亿元，资助贫困学生5.13万人。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陈
卓斌）海南日报记者8月14日从省教
育厅在海口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今年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
下简称“生源地贷款”）受理工作已于
7月 15日启动，截止日期为9月 12
日，有意向申请生源地贷款的学生，可
于受理期内向户籍所在地教育局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咨询并提交申请。截至
目前，我省已受理3.6万名学生的生
源地贷款申请，总额2.6亿元。

据悉，生源地贷款是向符合条件
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
及研究生发放的贷款，需在学生入学
前于户籍所在地办理。省教育厅有关
人员提醒，当下是各类教育虚假信

息传播和电信诈骗的高发期，各新
生和家长要提高安全意识和信息识
别能力，遇到涉及资助政策或其他
相关领域的问题，要及时咨询老师、
学校或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也可以
通过“中国学生资助”“海南学校后
勤与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及开通
的热线电话咨询，避免上当受骗。

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9月12日截止
目前全省已受理3.6万名学生贷款申请，总额2.6亿元

补助范围扩大 补助标准提高

我省今年学生资助政策有5大变化

教育部2019年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010-66097980、010-66096590
7月23日至9月12日每天8时至20时开通

白沙

全科医生
助力基层卫生服务
8月13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

乡卫生院，全科医生潘红宇在给病人
看病。

南开乡距离白沙县城大约20公
里，但由于山路崎岖陡峭，交通十分不
便。南开乡卫生院是白沙较偏远的卫
生院之一，为全乡5000多名黎族群
众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过去，该卫生
院仅有一名执业医生。今年7月，县
卫计委从七坊镇和邦溪镇调来2名全
科医生支援南开乡卫生院的工作。

近年来，白沙深入推进医疗体制
改革，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目前全县
有14家乡镇卫生院，63家村卫生室，
92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可以针对常
见病、多发病开展诊疗业务。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刘操

8 月的三沙七连屿正值高温时
节，人在户外行走会感觉闷热异常。
临近傍晚，阳光不那么毒辣的时候，
50岁的七连屿工委副书记、总岛长邹
志开始了他每天一次的巡岛工作。每
到一户渔民家中，他都耐心地听大家
的意见。经过岸边时，看到被海浪拍
打到沙滩上的塑料瓶，他会俯身捡起
装到垃圾袋里。

2014年，邹志退役转业来到三
沙工作。2017年，邹志被派到七连
屿工作。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在
如珍珠项链般美丽的七连屿以岛为
家，为渔民安居乐业，海鸟繁衍栖息
倾注心血。

退役后扎根西沙岛礁奉献

邹志出生于湖南新化的军人世
家，从小对军营无比向往。1989年3
月，邹志接过“红色传统”接力棒，应征

入伍。在军营中，邹志磨砺成长为一
名优秀军官，先后5次荣立三等功，并
先后荣获“海军先进个人”“全军先进
标兵”等光荣称号。

“三沙是我梦寐以求想去工作的
地方，那里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也特
别锻炼人，我相信自己能为那里做出
贡献。”2014年3月，在转业选岗时，
邹志放弃了长沙、海口等省会城市的
优越岗位，选择到祖国最南端的地级
市三沙工作。

三沙设市不久后，着手启动了岛
礁绿化建设工程。负责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邹志多次从海南本岛往岛礁运
送树苗。几年时间，一棵棵树苗在西
沙岛礁上扎下了根。

2017年，邹志被派到三沙七连
屿。上任伊始，他就定下了要让岛礁

“岛屿更美、渔民更爽”的目标。
冒着烈日酷暑，他经常来到渔村、

码头与渔民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
活需求，给每一个渔民都留下自己的
联系方式，并告诉他们：“手机24小时

开机，有事情随时找我。”
在海岛居民眼中，邹志是一个不

辞劳苦的基层干部。“大事小情，找岛
长！”赵述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
任梁锋说，邹志把渔民装在心里，时刻
与渔民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改善驻岛
渔民居住条件，解决群众交通运输难、
岛礁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足等难题，
推动岛上的垃圾分捡站、公共厕所、污
水处理厂、发电房等基础设施越来越
完备。

盼岛礁生态更美

七连屿有很多岛礁和沙洲，从空
中俯瞰就像是一串珍珠镶嵌在海面
上。“七连屿是大自然赋予的宝藏，我
要把自然景观留下来，不要留下遗
憾。”邹志说。

2017年9月，三沙市在七连屿探
索试行岛长制，邹志是首任总岛长。

“岛长是各岛礁及岛礁周围海域生态
环境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岛
礁景观整治、陆海污染物排放管控、海
龟上岸产卵保护、海洋生态保护与修
复等工作。”邹志介绍。

每周一、三、五的早上和下午，邹
志都会组织岛礁巡护员到七连屿海域
收集漂浮垃圾。

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邹志还
筹办设立了七连屿海洋生态志愿者
协会、海洋科技研究中心、海洋生物
教育基地，加强海洋生态修复以及
珊瑚、海龟、鱼类保护工作；建立了
北岛海龟保护中心，邀请专家跟踪
指导保护。

邹志认为，在发展产业方面必须
严格通过科学论证，不能破坏环境。

如今，七连屿岛礁绿树成荫，海水
清澈见底，海底五彩斑斓，海龟上岸产
卵，海鸟繁衍栖息……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七连屿新貌已初显成效。

为渔民安居乐业倾注心血

邹志在七连屿工作近3年，每一
年的驻岛时间都超过200天。“在岛
礁上工作最大的困难是要克服孤独
和寂寞。”岛礁上的工作条件艰苦，
很多年轻人心理上承受不了，于是
邹志经常把休假的机会留给工委的
年轻人。

而在家人眼中，他是一个常常缺
席的亲人：儿子高考时，他在驻岛；爱
人住院手术时，他只陪护两天就又奔
赴海岛一线。“没有一种情怀与责任
担当，我们这个工作是做不来的。”邹
志说。

“七连屿的渔业生产方式大多是
礁盘潜水作业，如渔民太多，则有可能
过度捕捞，不利于礁盘生态。”邹志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目前七连屿已有36
名渔民实现转产就业，从事冲锋舟驾
驶员、海水淡化厂管理员、岛礁巡护
员、卫生员等工作，收入有了保障。

为了适应岛上高温、高湿、高盐的
作业环境，邹志在户外工作时会把自
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但即便这样，他
的皮肤还是被晒黑了很多。“我现在有
一个习惯，每天都要在各个岛礁步行
巡查。”过去两年多，邹志的足迹遍布
七连屿的各个岛礁。

“我愿意扎根在美丽的七连屿，有
信心将这里打造成宜居的小岛。”在三
沙工作多年，看着自己与同事们辛勤
建设的岛礁越变越美，邹志黝黑的脸
上充满了满足感。

（本报永兴岛8月14日电）

乡村振兴主题卡
海南首发仪式在保亭举行

本报保城8月14日电（记者梁君穷）8月14
日，中国农业银行海南分行联合中国银联海南分
公司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行乡村振兴主题
卡海南首发仪式。据悉，乡村振兴主题卡是重点
面向农民、专业大户和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等县域
涉农经济主体发行的IC借记卡。

该卡为农户、专业大户或农业合作社负责人
量身定制，集合了便捷支付、融资服务、线上线下
等各种权益，满足农村农民生产、生活、存取现、转
账、支付、融资等综合需求；持卡人可享受银联线
上（云闪付）线下的各种优惠活动，未来还会针对
持卡人提供生产、消费、金融等特色权益服务。

同时，该卡实行五项费用全免，即免收工本
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跨行取现手续费、短信
服务费。提供线上线下融资服务，对建档立卡贫
困户可享政府贴息贷款，对扶贫贷款执行基准利
率下浮10%优惠，对持卡人开辟信贷“绿色通
道”。持卡人每一笔交易都可积累信用，将推动商
业银行建立“敢贷、愿贷、能贷”的扶贫贷款机制。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乡
村振兴主题卡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由中国
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联携手推出的惠农、助农金融
服务，是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乡村振兴主题
卡，创新金融支持农产品和服务”工作要求的重要
举措。下阶段，海南农行将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
携手银联海南分公司，丰富该卡的权益，创新惠农
信贷产品。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女性创新创业大赛启动报名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 海南日报记者8月14
日从省妇联了解到，省妇联联合有关单位，在旅游
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领域，于8月开
启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女性创新创业大赛。这项赛
事也是“海创杯”海南省创业大赛的女性专项赛。

大赛将整合全省优质创业资源，着力打造海
南首个女性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大力挖掘女性创
新创业优秀项目，积极培养女性创新创业优秀人
才，引导社会资源与女性创新创业项目有效对接，
激发广大妇女创新创业热情，营造良好的女性创
新创业社会氛围。

据悉，即日起开通报名通道，9月 14日截
止。参赛项目可登录组委会指定平台陈皮网
（www.chenpe.com）统一注册报名。参赛对象
为在我省从事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的企业和团队，鼓励从事手工行业的企业和团队
积极报名参赛。参赛项目的创始人或主要管理者
须为女性。参赛项目体现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特点，创新性强，具有成长性和投资价
值。大赛将于9月开始初赛评审，10月下旬进行
决赛。

大赛总奖金30万元，分设多个奖项，获奖者
最高可获得3万元创业奖金。 （鲍讯）

惩治“小卡片”背后的“微腐败”

琼海纪委监委开展
“一卡通”专项治理

本报嘉积8月14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杨
宁 班晓龙）8月14日，琼海市纪委监委在全市开
展“一卡通”专项治理，紧盯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
金“一卡通”管理使用中可能存在的违纪违法问
题，坚决惩治“小卡片”背后的“微腐败”。

据介绍，琼海市纪委监委在全市 13 个镇
（区）、209个村（居）委会、2818个村（居）小组醒
目位置张贴公告，公布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和扶贫领域违纪违法行为检举范围、
检举方式，主动说清问题的处理政策等，提高干
部群众知晓率，督促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领域有违纪违法行为的党员干部及其
他人员主动说清问题，鼓励群众检举反映相关违
纪问题。

截至8月5日，琼海市纪委监委已排查出各
类问题7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人。“我们从群
众最关注的‘一卡通’问题入手，坚决斩断伸向惠
民惠农尤其是扶贫资金的‘黑手’，就是要确保各
项惠民惠农政策落到实处，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让‘一卡通’真正惠及于民，成为群众的

‘暖心卡’‘幸福卡’。”琼海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

三沙七连屿工委副书记、总岛长邹志：

扎根岛礁为渔民撑起美丽家园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计
思佳）8月14日是海口中小学提交入
学登记纸质材料首日。海南日报记者
走访多个中小学看到，为尽早提交材
料，仍有不少家长半夜就赶到学校门
口排队。对此，海口市教育局有关人
员提醒，8月14日至22日为各校接收
纸质材料时间。递交材料的先后顺序
不影响入学，请家长按照学校要求合
理安排时间递送，避免拥挤。

据悉，今年多个学校采取按户籍、

片区分日期递交等多种分流措施，减
少了排队时间，受到家长好评。今年
是海口首次实施部门联合审核制度。
海口市教育局有关人员表示，各职能
部门对新生网报信息的初审意见由海

口市教育局汇总后分送至各片区学
校，初审结果不直接向家长公布，也不
影响新生家长提交纸质材料。

今年，海口市滨海九小首次采用
电脑随机安排的方式，确定每个学生

递交材料的时间，并安排了志愿者进
行引导，秩序井然。此外，各个学校也
推出各种贴心服务，为前来递交材料
的家长提供便利。

记者了解到，不少学校遇到学生

在网申过程中，因定位不准确，从而划
错学区的问题。琼山二小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遇到这种情况的学生家长，
要马上同学校所属的教育局基教科进
行沟通，在系统中进行修改。

海口中小学提交入学登记纸质材料首日,教育部门提醒：

递交材料的先后顺序不影响入学

我省学生资助咨询热线
66529459、36666210
常年于工作日开通，及时受理学生和家长的咨询和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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