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从琼乐高速番阳互通处拐下，汽车缓缓钻入
路边的一所乡村学校。11月11日清晨，琅琅读
书声从教学楼里传来，那是五指山市番阳镇孔首
小学的孩子们正在上课。距离教学楼一两百米
处，27个学龄前儿童迎来他们的游戏时间。

“森林里生活着哪些小动物呀？”23岁的陈
川蹲在孩子们面前，双手翻飞间，掌心的一团黏
土很快变成了一只活灵活现的“七星瓢虫”。孩
子们将眼睛瞪得大大的，一板一眼地也跟着学起
来，不一会儿，房间里便“爬”满了老虎、大象、青
蛙等“动物”。

今年9月，四川女孩陈川从一所贵族私立幼
儿园辞职，被五指山市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
式招聘进来，成为番阳中心幼儿园孔首分园的一
名老师。和她一起入职的，共有6名老师。而所
谓的分园，实际上只是孔首小学闲置的两间学前
班教室——因当地教师队伍超编缺岗，之前一直
没能实现开班授课。

一切几乎从零开始。陈川和同事们从孔首
小学的库房里搬来满是灰尘的电子琴，并捡回树
枝、海白壳和麻绳，手工制作成小装饰，将教室里
布置得宛若一个童真乐园。尽管条件有限，这些
城里来的年轻教师依然希望能尽可能地为孩子

们营造最好的教育氛围。
家住番阳镇孔首三村的符综艺，是孔首分园

接收的首批27名学生之一，而这也是4岁的他
第一次背上书包走进课堂。符综艺的母亲徐翠
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原先村里没有幼儿园，她
和当地大多数村民一样，选择了让孩子待在家
中。也有村民将孩子送到镇上的中心幼儿园上
学，但在中心幼儿园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一些
家长只能选择将孩子送去十几公里外的乐东黎
族自治县万冲镇上学，非常不便。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情况如今逐步得到
改变。加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五指山
市于今年 9月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面向
全国招聘到48名幼师，同时利用中小学布局
调整的闲置校舍和其他富余公共资源，在 8
个偏远乡村增设幼儿园教学点，有效补齐农
村学前教育短板。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人才引进的模式，解决
偏远山区学龄前儿童无园可上的难题，让每一个
幼儿都能享受到有质量的学前教育。”五指山市
副市长喻倩介绍，按照“教育问题优先解决”的执
政理念，该市正向各个乡镇逐步推广这种模式，
努力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

（本报五指山11月13日电）

偏远乡村如何破解“入园难”？
五指山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增设幼儿园教学点，有效补齐学前教育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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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雪怡

早在“双11”之前，海南华盛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就已经收到了“优惠
大礼包”——“用地成本减了5000多
万元，这优惠够实在吧？”公司有关负
责人笑道。

没有复杂的预付、满减等优惠规
则，该公司能享受如此巨惠，只因一
项制度——对重点产业园区的主导
产业项目地价按现行基准地价的
60%确定。

为了进一步降低产业项目用地成
本，扶持重点产业园区发展，我省今年
出台的《关于支持产业项目发展规划
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
《意见》）明确，在新一轮产业用地基准
地价标准出台前，重点产业园区内主

导产业的基准地价，可按照相对应土
地用途现行基准地价的60%确定。

华盛公司便是这项创新制度的受
益者。通过招商引资，东方市引进海
南华盛2×26万吨/年非光气法聚碳
酸酯项目（二期），拟投资30亿元。土
地用途为工业用地，项目评估总地价
12553.28万元。

“该项目属于东方工业园区的主
导产业项目，我们便根据《意见》相关
政策，经市政府常务会研究确定，按照
现行基准地价400元/㎡的60%，即
241元/㎡（折16.07万元/亩）确定该
项目用地出让起始价为7136万元。
挂牌出让项目用地由华盛公司竞得，
成交价款为7136万元，土地取得成本
降低5000多万元。”东方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用地成本降低，发展资本增加。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对此项制度政策赞
不绝口：“这对于公司发展和项目建
设来说是一大助力。”“在有助于降低
产业项目用地成本，扶持和培育产业
项目发展壮大的同时，此项创新制度
也有利于促进我省产业园区高质量
发展。”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相关负
责人说。

公司收到“发展大礼包”，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的百姓则收到“民生大
礼包”——以富美乡村建设为载体，以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突破口，琼中在
全省率先开展全县域的农村污水治理
工作。截至2019年9月，该县累计完
成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示范项目298
个（涉及 303 个自然村），其中运行
181个，受益人口2.2万人，在建项目

52个（涉及54个自然村）。
这份“民生大礼包”源于另一项创

新制度。为保障零星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落地，《意见》明确，零星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包括厕所、污水处理、垃圾储
运、供电、供气、通讯、电子监控等建筑
物或构筑物（占地面积不超过100平
方米）用地，可采取“只征不转”或“不
征不转”的方式，按照土地现状用途管
理，由项目用地单位与土地权利人依
法签订土地使用合同，明确双方种植、
养殖、管护与经营等土地使用关系。

由此，琼中积极探索研究精简项
目用地手续，对农村建设污水处理设
施用地（占地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
采取“只征不转”或“不征不转”的方式
进行管理。“项目用地单位与村委会签
订土地使用协议，根据污水处理设施

寿命，明确土地使用年限。在年限内，
不得改变该项目用地用途，并以村委
会为责任单位，一同维护好设备安全
运行。”琼中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
责人说。

截至目前，琼中累计完成农村分
散式污水处理示范项目298个，用地
面积约45亩。该项创新制度，极大地
简化了用地手续，加快了民生项目工
程的推进，节约了行政成本，创新了土
地利用管理方式。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我省将进
一步深化“多规合一”改革，推进全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再上新台阶，服
务和推进海南高质量发展，提升百姓
获得感与幸福感。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

我省加强制度创新，进一步深化“多规合一”改革

用地政策发“礼包”项目建设享“福利”

本报三亚11月13日电（记者易宗平）“无
废城市”建设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近日，三
亚市启动“无废酒店”“无废办公场所”“无废机
场”“无废商场”等细胞工程项目，试点运行，点
面结合。

今年5月5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全国首
批11个“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名单，三亚市成为
海南省唯一入选城市。“无废城市”是以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通过倡导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
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
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的城市发展模式。

据了解，三亚首批细胞工程主要围绕旅
游产业打造“无废酒店”“无废办公场所”“无
废机场”等，分别挑选相关领域2至 3家企事
业单位作为试点，对固体废物的产生和流向
等信息进行调查，形成实施细则，以点带面在
全市铺开“无废城市”建设。

以打造“无废机场”的“细胞工程”为例，三亚
市凤凰国际机场梳理各类固体废物数量和回收
处理流向，探索形成该市“无废机场”建设模式和
实施细则。其中，明确推进“无纸化”便捷乘机服
务，加大环保再生纸使用，打包服务优先绿色包
装、缩减胶带使用，会同航空公司先行探索减少
一次性餐具、杯子、耳机等塑料制品使用。

小处着手试点运行

三亚启动首批“无废城市”细胞工程

进入冬季的海南岛气候宜人，满目皆绿，吸引了祖国各地的“候鸟”老人前来过冬。海口、三亚等城市不断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通过政府
12345服务热线等途径，及时有效解决市民群众和“候鸟”老人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为他们营造文明、有序、舒适的生活环境。琼岛过冬 其乐融融

我省在高校首设
金融教育基地

本报文城11月13日电（记者陈蔚林）11月
12日上午，海南省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示范基地
（以下简称“金融教育基地”）在海南外国职业学院
揭牌，这是我省在高等院校内设立的首家金融知
识普及教育基地。

近年来，“校园贷”引发的案件层出不穷，暴露
出大学生金融知识匮乏和金融风险意识淡薄等
问题。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金
融教育基地的落地，既有助于学院师生近距离接
触日常金融知识，营造全院师生学金融、懂金
融、用金融的良好氛围，又有利于提升师生风险
防范意识，对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师生乐教勤学
有积极意义。

揭牌仪式上，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与中国人
民银行文昌市支行、海南文昌农商银行共同签署
了海南省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示范基地共建协议。
根据协议，三方将围绕“提升师生金融素养，普及
金融法规，增强师生防范风险的能力”“推动金融
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改善社会公众的金融福
祉”“推动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繁荣海南省金融
市场”等功能目标开展紧密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
将定期组织专业人士、业务骨干，通过在金融教
育基地内开设专题金融知识讲座、开展主题沙
龙活动等形式，为师生宣传普及各类金融知识，
并不断增强金融师资力量，确保金融知识普及
教育的效果。

本报海口11月 13日讯 （记者罗霞）针
对近期我省某市发生小学生误采误食麻风
果中毒事故，省市场监管局11月13日发布
食品安全警示：勿自采自食麻风果，以免误
食发生中毒；如中毒后，应立即采取刺激口
咽催吐或药物催吐等措施，并尽快到医疗机
构救治。

麻风树又名假花生树、青桐木、黄肿树、
臭油桐、亮桐、水漆、桐油树等，属大戟科灌
木，高3-4米。果子呈长圆形、灰黑色。麻
风树全株有毒，茎、叶、树皮均有丰富的白色
乳汁，内含大量毒蛋白，以果子含量最高。
食用2-3粒即可中毒，食用7-8粒可致死。

进食麻风树果子后数小时至十余小时发病，
中毒症状主要表现为头痛、头晕、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也可出现畏
寒、发热、腰痛、酱油色尿、黄疸、贫血等溶血
症状。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皮肤干燥、口
干、面部皮肤潮红、瞳孔轻度扩大、心率快等
症状。

安全警示提出，各市县教育和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学校学生食品安全知识警
示教育，学校要教育学生勿采摘麻风果，家长
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提高防范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不要误采误食野果，预防麻风果中毒
及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警示：

麻风果有毒 勿采勿食！

我省召开研讨会

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李斌斌）11月12日上午，由海南省金融发展促
进会主办、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支持指导
的2019海南自贸区（港）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
研讨会在海口召开。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与
会的各金融机构围绕促进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
港金融业健康发展，如何引导和规范金融机构提
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行为，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环
境，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话题进行深入务
实探讨。会议就进一步做好海南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特邀专家和海南银保监局分管领导分别提出
了建设性政策建议。

就做好海南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省金融
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要求各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
加强宣传，增强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并完善工
作机制。

11月13日，“候鸟”老人在海口市白沙门公园开
展合唱活动。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11月13日，一群“候鸟”老人在海口市白沙门公园跳起新疆舞。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近日，在五指山市番阳中心幼儿园孔首分园，教师在给孩子们上课。 图片由受访者陈川提供

11月13日，在三亚海月广场，“候鸟”老人跳起
健身舞。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琼海旅游“不走寻常路”

万宁：一枚印章管审批

◀上接A01版
经过大量的前期考察而敲定的。”三亚昊利德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蕊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以往俄罗斯游客热衷三亚游，而这次旅行
社则希望借此机会开拓新的旅游目的地以吸引
更多外国游客。因此，在旅游产品的选择上，既
要有琼海特色，又要难以被替代。

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旅文局获悉，今年
来，为了进一步推动琼海的全域旅游，拓宽境外
旅游游客市场，打造国际旅游消费热点，琼海市
旅文局将旅游目标人群转向了俄罗斯、韩国等国
外市场，并为此开展了大量准备工作。

“过去，琼海为了吸引更多的境外游客，
也曾通过广告宣传等方式做过许多尝试，不
过并未达到理想效果。”琼海市旅文局局长吴
恩泽介绍，今年 8月份以来，该局多次组织包
括三亚昊利德国际旅行社在内，具有丰富接
待外国游客经验的旅行社，组成旅行商踩线
团走进琼海，谋划深度旅游合作。在踩线之
后，琼海市旅文局和旅行社进行合理策划，精
挑细选旅游吸引物，推出了“两天一晚”的精
品旅游线路。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组织旅行社为不同
国家的游客提供差异化的贴心服务，比如俄罗
斯游客热爱冒险，就可以去感受万泉河漂流。”
吴恩泽说。

不仅如此，琼海市旅文局还与旅行社签订合
作协议，加大对琼海的旅游产品宣传，让外国游
客到琼海旅游成为常态。结合我省当下的国际
旅游消费年活动，琼海融华侨文化、民俗文化、
江河文化、海洋文化、民居文化等内涵于一身，
设置了丰富的旅游消费活动，也将成为吸引境外
游客的一大亮点。

而此次俄罗斯游客的到来，也为琼海市接下
来的规划开了好头。

“琼海将进一步加大对境外游客的引导，吸
引外国旅游团不走‘寻常旅游线路’，来到琼海
深度旅游、消费。”吴恩泽说。

◀上接A01版
从优化营商环境上，推动“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取得实效。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枚印章管审
批”不仅提升行政审批效率，还将倒逼政府职能
转变，将以“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为契机，探
索“一枚印章管审批、一类部门管市场、一支队
伍管执法”的政府治理新模式，进一步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积极助力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