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记性质为非营利性

■取得办园许可证1年以上且年检合格，办园等级评估达到市三级幼儿园及以上

■幼儿园规模不少于3个班

■在园幼儿总数：城市幼儿园不少于90人，农村（乡镇以下）幼儿园不少于60人

■租赁办园的，从申报起至租赁合同到期，期限不少于3年

■认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不高于本市同级别公办自收自支幼儿园收

费标准的1.5倍的规定，并同意与教育部门签订普惠性服务协议

■招生规范，班额合规，科学保教，无“小学化”倾向

■管理运行有序，无安全隐患和违规办园行为，3年内无处罚记录

■海口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一次申请有效期3年

本报海口 11 月 24 日讯 （记者计思
佳 实习生郑俊云）海南日报记者11月24
日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经该市各区教育
局初评、海口市教育局抽评，拟认定189所
幼儿园为2019-2021年度海口市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此次认定结果的公示时间为
11月21日至27日。根据《海口市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认定及管理办法》，申请认定为
海口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应当同时具备以
下条件：

海口189家幼儿园入围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为什么仅在海口市等局部地区小学生开展补充免疫活动？

本次麻腮风疫苗补充免疫活动是根据
我省2017年以来腮腺炎发病呈现上升趋
势，高发年龄组为小学9岁-11岁学生；海
口市、三亚市、儋州市和琼海市等4个重点

市发病人数较多，约占全省病例的70%以
上；儿童既往含腮腺炎成分疫苗免疫史等综
合情况，由省级组织专家经过多次讨论后做
出的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程序仅规定满18月龄儿童
接种1针麻腮风疫苗，海南为什么增加1针？

除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程序规定应该
接种疫苗的种类和剂次外，全省各地可根据《疫
苗管理法》《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的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

部门根据当地传染病监测和预警信息，为预
防、控制传染病的暴发、流行，保护儿童不受
疾病危害，组织在当地部分地区部分人群开
展相应疫苗应急接种或者群体性预防接种。

本次麻腮风疫苗补充免疫活动仅针对
腮腺炎高发的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和琼
海市4个重点市，其他市县不纳入本次补充
免疫接种范围。

补充免疫接种对象是小学1年级-3年
级学生，仅有1剂含腮腺炎成分疫苗（包括
腮腺炎减毒活疫苗、麻腮疫苗、麻腮风疫
苗）免疫史、或者无腮腺炎成分疫苗免疫
史、或腮腺炎成分疫苗免疫史不详的儿童，
而且没有麻腮风疫苗接种禁忌症（包括：已

知对该疫苗所含任何成分，包括辅料以及
硫酸庆大霉素过敏者；患急性疾病、严重慢
性疾病、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
免疫缺陷、免疫功能低下或正在接受免疫
抑制治疗者；患脑病、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
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其他疫苗说明书
规定不能接种情况），才能作本次补充免疫
的对象，有2剂以上（包括2剂）腮腺炎成
分疫苗免疫接种史和上述禁忌症的儿童不
作为本次免疫对象。

本次补充免疫接种对象的标准是什么？

海口等4市小学生补种第2针次麻腮风疫苗，家长有所担忧

省疾控中心：补种疫苗是为
更好保护儿童不受腮腺炎发病威胁

本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许珂）近期，我省针对海口等4市开展麻腮风疫苗补
充免疫活动，不少家长受网络谣言影响，对此活动表示担忧和怀疑。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室主任符振旺，由他针对家长关心问题进行权威解
答，并告诫广大家长不要相信谣言。

为儿童接种第2针腮腺炎成分疫苗不
是海南首创的。

其他国家有使用3剂次麻腮风疫苗进
行常规免疫的先例，如美国推荐6月龄-11
月龄儿童在国际旅行前接种1剂麻腮风疫
苗，12月龄起复种2剂。

在这之前，我国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
市已将第2剂次麻腮风疫苗纳入当地免疫
规划，为当地4岁-6岁儿童免费接种。

海南省开展本次小学生麻腮风疫苗
补充免疫活动，是参照世界卫生组织腮腺

炎疫苗立场文件内容“要达到对腮腺炎的
长期免疫保护需要接种2针疫苗，第1针
应在12月-18月龄接种，第2针的接种年
龄可以选择在出生后第二年到入学年龄
之间，第2针可以通过开展补充免疫活动
或在免疫程序中增加第 2 针的形式提
供。”和上述国家及省份使用经验做出的
防控措施。

目的是为了提高我省重点地区重点儿
童腮腺炎免疫保护水平，更好保护我省重点
疫情地区儿童不受腮腺炎发病威胁。

接种第2针次麻腮风疫苗有什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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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梁振
玮）近日，万宁市首家脱贫攻坚惠农超市
在北大镇开业。走进脱贫攻坚惠农超
市，新鲜蔬菜、生活日用品、家用电器等
摆满货架，和普通超市并无区别，但在这
里“购物”不花钱，而是需要用积分兑换。

万宁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脱贫攻坚过程中，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
问题突出，常常出现“干部干、群众看”

“坐等帮扶”等不良现象。为解决这一问
题，万宁创新扶贫扶志模式，把该市北大
镇、三更罗镇、南桥镇、长丰镇等4个镇
作为第一批试点镇，给予每个镇启动资
金10万元创建脱贫攻坚惠农超市，意

在通过此举充分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
贫，营造浓厚的脱贫攻坚氛围。

脱贫攻坚惠农超市通过政府主
导、社会捐助、农户参与的方式，实行
积分管理，服务对象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和一般农户。由驻村第一书记、驻
村工作队员、村党支部书记、镇驻村
干部、乡贤组成村级评比小组，按照
评分标准对贫困户和一般农户进行
评比，再由贫困户或一般农户持评比
后获得的惠农超市积分卡（表）到惠
农超市选择商品，经惠农超市工作人
员核实后兑换其所需商品。

为此，万宁市制定了贫困户4个方
面18项内容和非贫困户3个方面11项
内容的评分标准，简明清楚、易操作。
在实施过程中，村级评比后还会进行镇
级审批，审批通过后，向社会进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制作惠农超市积分卡
（表）发放给贫困户和一般农户，真正做
到真评实评，公开、公平、公正。

据介绍，首家脱贫攻坚惠农超市自
运营以来，充分调动了贫困群众参与扶
贫的积极性，把过去“送钱物上门”转变
为“劳动换物资”，让更多的贫困群众有
尊严地接受扶助，有效提升了贫困群众
脱贫主体意识，激发脱贫斗志。

万宁办脱贫攻坚惠农超市，商品全凭积分兑换

鼓劲小超市 激发大斗志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 11月 24日讯 （记者
陈蔚林）第 158 期海南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将于11月25日20时在海
南经济频道、20 时 30 分在三沙卫
视，12月1日12时30分在海南卫视
播出。

本期节目将请到来自白沙黎族
自治县打安镇南达村的脱贫户高胜
章，为大家讲述身患残疾的他是如何
在帮扶干部的帮助下，通过养蜂摆脱
贫困，并回过头带动当地贫困群众一
起发展的经历和故事。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
进行收看。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郭萃 通
讯员马超凡）11月24日，海南省2020届高
校毕业生校园巡回专场招聘会启动，首场招
聘会当天在海南大学举行。招聘会共组织
正大集团、华闻传媒、健瑞儿集团等150多家
优质企业进场招聘，提供约4000个工作岗
位，吸引了来自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和海
南医学院等高校1500多名毕业生到场应聘。

据悉，海南省2020届高校毕业生校园
巡回专场招聘会主要有4项内容：依托海招
网、海南人才在线等网络平台，举办高校毕
业生精准招聘大会，为全省的用人单位和求
职毕业生提供精准、高效、一体化的对接服

务；分别于11月24日和30日在海南大学
和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举办巡回招聘会；甄选
海南优秀企业，本着服务海南籍毕业生回琼
就业、招揽外地人才的目的，分别于11月
24日和27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举
行巡回招聘会；每场招聘会都配套开展形式
多样的政策宣传和现场咨询活动，切实服务
高校毕业生。

本次活动由省委人才发展局、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主办，以“奋斗新征程，逐梦新海
南”为主题，旨在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工作，搭建求职者与用人单位的岗位对
接平台。

我省启动高校毕业生校园巡回专场招聘会
150多家企业进场 提供约4000个工作岗位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郑俊云）
近日，海口市教育局面向2020年优秀应届
毕业生开展校园招聘。目前，吉林长春、湖
北武汉、广东广州等3个考点还有73个职
位计划录用数与通过初审数比例未达到
1∶3，即未达到开考比例。符合条件的应届
毕业生可抓紧报考。

据悉，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海口市
教育局计划在长春、武汉、广州等3地的知

名高校设立现场考点，“一站式”招聘。本
次招聘岗位为海口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含
幼儿园）各学科在编教师，计划招聘91人，
招聘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2020年
优秀应届毕业生。此次考试只有面试，不
限制专业，非师范专业、暂时无教师资格证
的，也可报考。

考生可登录海口市教育局网站，查询相
关招聘要求和进行报名。

海口教师招聘73个职位未达到开考比例

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抓紧报考

本报讯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陈望 实习生李仁虎）11 月 24
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五十四期榜单
公布。海南农垦蝉联销量排行榜榜
首。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生态大米、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
的茶树菇、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的咯咯香农家鸡蛋订单数量
保持领先。

本 期 榜 单 上 ，海 南 农 垦 以
6199579.14元的总金额位列销量排
行冠军，琼海忠锐生态大米以12852
件的订单数量占据订单排行榜榜首。

连日来，海南爱心扶贫网再次得到
众多爱心单位的支持。11月15日至
20日，共有7家爱心单位“砸单”采购，
助力消费扶贫。其中，11月19日，省干
部疗养院采购澄迈慧牛牛肉、海南龙泉
人文昌鸡共361件；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采购文昌公坡双黄蛋21件；省政协采
购海垦和牛雪花牛排、白沙荣邦乡红心
橙、定安鲁古井黑豆等共12件。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五十四期销量排行榜公布

海南农垦蝉联榜首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
（第54期）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据进行统计，统计时间：2019年11月18日至2019年11月24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区

海垦

陵水

白沙

澄迈

定安

临高

海口

保亭

乐东

万宁

金额（元）

6199579.14
5691756.91
5345835.24
5321842.78
5106537.35
4675873.61
4013624.08
2886514.37
2406003.44
1819506.53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54期）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商品名称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陵水】本号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咯咯香农家鸡蛋

【乐东】春源子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哈密瓜

【白沙】白沙富涵家禽合作社扶贫产品虫草鸡蛋

【海垦】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新鲜牛肉

【保亭】什玲毛天鑫光种养产销专业合作社的茶树菇干

【白沙】白沙县牙叉镇志道村的旺巴黄牛肉

【陵水】陵水扶贫电商中心的武山圣女果

累计销售量（件）

12852

10979

7880

7875

5641

4897

4843

4755

4586

4571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扶贫产业多点开花、结构优化，贫
困群众增收脱贫才更有盼头。作为白
沙深度贫困村，对俄村结合本村实际，
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或值得其
他贫困村学习与借鉴。

选择让老百姓有信心的产业。野
生的五指毛桃在对俄村已存在多年，
村民们普遍觉得它可种，可活。在此
基础上，驻村扶贫干部积极引进产业，
动员本村贫困群众学习五指毛桃种植
技术，用不到半年时间，联合企业使五

指毛桃扩种至 1200 多亩。这进一步
提振了老百姓的信心，有效激发了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引进来”与“搬出去”的关系处
理协调得当。对俄村集体经济拥有
黑山羊、小黄牛共计 200 多只，基本
上处于散养模式，产业规模不大，牛
羊不时还会啃食引进种植的朝天椒、
五指毛桃等植株，影响种植户积极
性。为此，对俄村及时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将牛羊养殖产业“搬”到其他乡
镇规模化产业基地，进行托管。这样
一来，既能助力其他乡镇做大做强该
产业，同时也能为本村集体经济带来
收入。

记者手记

既要多点开花 也要优化结构

白沙对俄村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奋力推进脱贫攻坚

找对路子 迈开步子 过好日子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李刚

11月24日一早，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牙叉镇对俄村，茂密的橡胶林下，一
株株五指毛桃“撑”开了翠绿的叶柄，
长势十分喜人。

“五指毛桃果实像毛桃，但不能
吃，而它深扎于地下的根茎却是很好
的药补食材，具有健脾补肺等功效。”
省政府办公厅派驻对俄村第一书记、
该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陈红军介
绍，五指毛桃产业属于林下经济，只
要管护到位，每亩每年产值可达八九
千元，扣除各种管护成本，利润约有
六七千元。

据悉，对俄村有4个村民小组，共
有164户600余人。2013年，该村贫
困发生率为83.2%。在深度贫困村引
进新产业并不容易，陈红军的信心，源
于对俄村的地形与气候。据悉，对俄
村位于九架岭山区，雨露充足，这十分
有利于五指毛桃的根系汲取营养，茁
壮成长。

在对俄村，不时可见1米多高的
野生五指毛桃。“听老人说，村里多
年前就有一些野生的五指毛桃了，
但以前不懂得它的经济价值。”该村
村民符明志说。据悉，今年以来，在
省内科研单位的建议与帮扶下，对
俄村利用橡胶林的林下空间，共种
植了1200亩五指毛桃，其中，960亩

为企业示范种植基地，另外 240 亩
为村集体经济。“管护成本不大，一
年就能开挖。”陈红军介绍，这一产
业至少可带动百余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巩固脱贫成果。

近年来，对俄村谋划发展特色
高效农业，帮扶贫困群众实现增产
又增收。该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陈泽存介绍，除了五指毛桃，对俄村
朝天椒种植规模今年已扩至 235
亩，有望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实现增
收。

“只要找对路子，扶贫就能见真
效！”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对俄村不断优化扶贫产
业结构，在稳定橡胶主业的基础上，将
村集体经济所属的200多只黑山羊、
小黄牛外迁至其他乡镇托管饲养，腾
出土地资源发展朝天椒以及五指毛桃
等种植产业。

放眼望去，村里橡胶树上的割
胶刀痕更多了，辣椒地干活的身影
更勤了，在村外打造的“传味”文昌
鸡养殖基地鸡存栏量已有 5000 多
只了……白沙对俄村这一曾经的
深度贫困村，现今处处可见扶贫产
业迸发的活力；下一步，对俄村还
将利用毗邻白沙县城的优势，引进
企业谋划发展乡村旅游，以产业发
展促进乡村振兴。

（本报牙叉11月24日电）

近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
太坡镇片石村博览园共享农
庄，技术人员正在为贫困户传
授盆景栽培技术。

博览园共享农庄是一个
以生态开发为宗旨，集种植、
观赏、购物、旅游休闲为一体
的绿色生态园。近年来，该园
在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支持当
地的扶贫工作，带动周边村庄
的贫困户就业，还为贫困户传
授栽培技术，将贫困户培养成
为盆景栽培技术工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昌江：
双手栽出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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