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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陈
蔚林）日前，省教育厅印发文件，公布
2020年工作要点。根据文件，我省
2020年将努力使公办园就读幼儿比
例达到5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提
高到80%，基本消除义务教育“大班
额”，并新增3所高中“省一级学校”。

文件明确，在学前教育方面，我
省将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着力
解决师资配备短板，努力使公办园
就读幼儿比例达到50%、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提高到80%；开展城镇
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无证幼

儿园和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
省级示范园对口帮扶等工作，全面
提升学前教育质量。

在义务教育方面，我省将优化中
小学校布局，增加义务教育学位供
给，着力解决基础教育优质资源短缺
和布局不均问题，基本消除义务教育

“大班额”；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与
能力提升工程”，改善613所乡村小规
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

在高中教育方面，我省将在
2020年高考前实现全省高考考场空
调设施全覆盖；实施高中阶段普及攻

坚计划，确保全省达到92%以上普及
目标，同时新增3所普通高中“省一
级学校”。

在职业教育方面，我省将深化产
教融合，优化职业学校布局，继续推
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招生试点项
目，实施中职教育优质发展计划。

在高等教育方面，将按照我省高
等教育“1+2+X”总体布局，加快海
南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和国内一流大
学建设，同时支持海南师范大学、海
南医学院扩大培养基层教育卫生应
用型人才。

在特殊教育和民族教育方面，我
省将加快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建
设，确保全省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
教育入学率达到95%以上；加快发展
民族教育，继续招收省属中学少数民
族特招班，完成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班
和少数民族特招班招生计划。

文件还提到，2020 年，我省将
夯实市县“两条线”控辍保学责任，
持续推进义务教育控辍保学专项
行动，确保义务教育阶段除身体残
疾等特殊原因无学习能力以外的
贫困家庭学生全部入学；出台《海

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
法》，完善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
教育扶贫特惠性资助体系。

为充实海南优秀校长和教师队
伍，根据文件，2020年我省还将面向
全国招聘400名以上义务教育特岗
教师，引进补充100名以上优秀校长
教师，同时在50所学校试点实施“一
校一外教”计划，实施高校团队引才
计划，遴选20名高校“海外名师”，努
力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
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
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今年我省教育工作要点出台，其中就学前教育提出——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提高到80%

今年是海南解放七十周年。解放
海南岛战役开创了人民解放战争大规
模渡海登陆作战的成功范例，创造了
木船打败军舰的奇迹，在中国人民革
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一页。为纪念
这段辉煌历程，缅怀丰功伟绩，弘扬革
命精神，感悟初心使命，现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解放海南岛革命文物。具体公
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见证解放海南岛光辉岁月的各种
实物、照片、书画作品、烈士遗物或日
记等形式的文物均属此次征集范畴。

1.实物类：反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
重要物证，如解放宣传画、武器装备、各

种票据、证章证件、战利品、政府档案、
政令、委任状、字据等，以及烈士生前使
用过的生活用品，如笔砚、印章、入党申
请书、退伍证、奖章、荣誉证书等。

2.文献类：有关解放海南岛内容
的专著、书信、稿件、日记、书法、绘画、
领导人的题词、重要知情人的采访记
录、口述实录、影像资料等，包括手迹、
图片、相片等。

3.其它能够展现解放海南岛战斗
工作事迹的物品、资料等。

二、征集方法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博物馆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
1.捐赠。捐赠文物要坚持自愿的

原则，经专家鉴定符合馆藏标准的，将
颁发捐赠证书，并予以奖励；捐赠数量
大、价值高的，可举行捐赠仪式。展出
的文物标明捐赠人姓名，所有征集的
文物登记造册，永久保存。

2.收购。收购私人和非管辖系统
单位（包括文物商店、拍卖市场、旧货
市场）出售的文物，是征集藏品的一个
重要途径。收购的文物必须根据征集
范围和陈列需要，经专家鉴定符合馆
藏标准的，根据公平、合理和合法的原
则，按照文物价值确定价格，报相关部
门审批后进行收购。

对馆藏急需的、通过捐赠和收购方
式无法获得的文物，在确保文物安全的

基础上，提供原件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进
行复制后返还，并予以一定奖励。

三、征集截止时间：

2020年3月15日-2020年4月
20日。

四、注意事项

1.报送人须在提交物品时详细注
明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等必要的
个人身份信息。

2.报送人应保证所提交物件的合
法性与公正性。若发生经济纠纷等类
似情况，我部不承担任何责任。

3.对文物征集工作提供重要线

索、重要信息的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将
给予一定奖励。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
海南省博物馆孔敏65238860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廖宝祺

65332663
电子邮箱：hnbwgzjb@163.com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

道68号海南省博物馆
欢迎各机构、团体、个人积极提供

征集线索，慷慨支持！
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2020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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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日前，省教育
厅、省通信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宽带网络
助学工作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明确海南将为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或监护人）提供家庭宽带免费提
速至100M或每月20G“助学”流量
包。

此次助学时限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线上教学期间，自《通知》印发之

日至返校开学之日。助学对象是在
海南省中小学（包括义务教育、普通
高中、中职教育学校）就读的在校在
籍建档立卡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

括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城乡低保
家庭学生和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省教育厅强调，各市县教育局负
责人和省属各中等职业学校、厅直属

中学负责人要高度重视该项助学政
策，组织人员充分利用学籍系统、学
生资助系统、海南教育精准扶贫系统
的相应功能，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如

实、准确填报，并设立咨询热线，及时
回应学生和家长的疑问，提醒学生和
家长提高警惕，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
诈骗信息和电话，防止上当受骗。

我省支持困难学生上网课
提供家庭宽带免费提速或助学流量包

我省举行“3·15”公开销毁假烟活动

以焚烧发电方式
销毁假烟2204万支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张肖 沈跃斌）3月13日上午，海南省烟草专卖局
在澄迈县老城镇中电国际新能源海南有限公司，
举行海南省烟草行业“海南无假货”品牌建设行动

“3·15”销毁假烟活动，此次集中销毁假烟活动秉
承“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采取焚烧发电的方
式，将假烟变废为宝，集中销毁假烟2204万支，可
直接发电约1.56万度。

据统计，2019年全省共查获各类涉烟违法案
件2296宗，其中假烟案件1290宗，查获各类违法
卷烟3118.11万支，其中假烟2080.99万支。特别
是2019年7月，在省烟草专卖局会同省公安厅开
展的“利剑”打假集群战役集中收网行动中，公安、
烟草部门集中联合行动，一次性查获海口“6·12”
非法销售假烟案、屯昌“1·30”非法销售假烟案等
11宗重大案件，涉及假烟、走私烟600余万支，总
涉案金额达6600多万元，并通过媒体平台曝光了
一批违法违规零售商户，强力打击和震慑了各类
涉烟违法犯罪行为。

海南青年五四奖章
评选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张
诗梦）3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团省委获悉，为
纪念五四运动101周年，弘扬“爱国、进步、民主、
科学”的五四精神，第二十六届“海南青年五四奖
章”评选活动于近日正式启动。

“海南青年五四奖章”是共青团海南省委、海
南省青年联合会授予海南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
此次评选活动旨在树立和宣传当代青年先进典
型，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积极投身防控工作
一线、作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先进典型；激励全省广
大青年担当作为，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青春和
力量。

据悉，“海南青年五四奖章”报名条件为年满
14周岁、不满40周岁，主要工作或定居在海南的
中国公民。报名截止时间为3月30日，具体申报
办法可登录海南共青团微信公众号查阅。

海口市人民医院全面开诊
本报海口 3月 14日讯（记者侯赛 通讯员

全锦子）为满足患者就医需求，海口市人民医
院近日决定，在确保严格落实新冠疫情防控工
作的基础上，所有门诊均正常开展诊疗服务，
其中也包括之前暂停的口腔中心、耳鼻喉科、
消化内镜室。

按照相关规定，到海口市人民医院的患者就
诊必须佩戴口罩。陪同就诊人员不宜超过1人，
也必须佩戴口罩，出示健康码，在门诊大厅预检分
诊入口处配合测量体温。该院已全面实行预约挂
号，非急诊患者可提前预约，并按预约时间就诊，
减少来院非医疗等待时间。有发热、咳嗽等症状
的患者须到发热门诊就诊。所有需要住院的患
者、拟行手术的患者须进行血常规检查和胸部CT
检查。

海口琼山今年计划
改造16个老旧小区

本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许晶亮）日前，海
口市琼山区召开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改造专题
会议，研究《琼山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改造工作实
施方案》，该区计划今年改造16个老旧小区。

根据计划，该区今年将“三无”小区和自管小
区列入老旧小区改造范畴，并结合改造范围及条
件，统筹考虑，在符合条件范围内尽可能挑选临街
连片的小区。该区各街道办作为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的业主单位，广泛征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协助
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或业主自治管理小组，制定
具体工作方案，倒排工期，确保16个老旧小区按
照时间计划的开工改造。

根据工作要求，琼山区还将“三无”小区管理
工作融合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完善辖区老旧小区
改造实施方案，同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长效管
理建设。

落实防疫要求，文昌法院创新开庭模式

巡回法庭车内
远程视频庭审

本报文城3月14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吴淑斌）海南日报记者3月14日从文昌法院获
悉，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该法院按照上级法院、
本地党委政府抗疫部署，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的
成果和优势，首创巡回法庭车内远程视频开庭，全
力保障审判工作顺利开展，减少不必要的人员聚
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2020年伊始，为适应疫情防控要求，文昌法
院大力推进刑事审判远程视频庭审工作，法院要
求刑事审判庭、司法警察大队积极与文昌检察院、
文昌市看守所进行沟通协调。

3月，结合信息化建设成果，文昌法院在全省
首创巡回法庭车内远程视频庭审，即将巡回法庭
车开到看守所，借力互联网远程庭审系统，就地押
解被告人在巡回法庭车上参加远程视频开庭。实
现了在刑事案件庭审中，刑事法官在法院审判庭、
检察官在检察院、被告人在看守所巡回法庭车上
通过“云审判”进行隔空开庭。庭审同时在中国庭
审公开网上直播。

海口西海岸：

涛声依旧
人流复归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崔善红）海
南日报记者从省高院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法
院共依法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分子2113人、

“保护伞”33人，沉重打击了黑恶势力的嚣张
气焰。

据悉，截至今年3月11日，全省法院一审受
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55件682人，审结
35件481人；一审受理恶势力犯罪案件274件
1431人，审结187件877人；二审受理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案件16件432人，审结16件432
人；二审受理恶势力犯罪案件82件467人，审
结64件380人。审结“保护伞”案件16件33

人。总体结案率为70.7%。在审结案件中，判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847人，重刑率39.03%，
一审判处财产刑6962.5885万元，二审判处财
产刑3357.5055万元。全省法院还积极参与社
会综合治理，共发出司法建议18条。

记者还了解到，除昌江黄鸿发196人黑
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外，海南法院已先后审结
了包括五指山“月亮帮”黄图望等37人、“烟
酒帮”陈伟光等61人、海口江东新区甘波等
54人、屯昌郭斌等22人、临高符聪等28人在
内的一批社会影响恶劣、严重危害社会民生
的涉黑涉恶案件，依法严惩了一大批黑恶势
力犯罪分子。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检
察院获悉，日前，被告人陈先福、陈先照、陈先光
等70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等多项罪名一案，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陈先福、陈先照、陈先光等70人享有的诉讼权利，
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
意见。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控：
2007年至2019年间，被告人陈先福纠集陈先
照、陈先光、李勇、王关伟、王业雄、李照杰等人
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海口市石山镇为非作

歹，肆意实施了多项违法犯罪行为，并逐步形成
了以陈先福为组织、领导者，以陈先照、陈先光、
李勇、王关伟、王业雄、李照杰为骨干成员，并有
李经国、王厚军、陈李进、王基智、符安桥等积极
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严重扰乱他人生产、
生活和经营，破坏当地的社会秩序，造成极为恶
劣的社会影响，依法应当以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故
意毁坏财物罪、强迫交易罪、容留他人吸毒罪、
妨害公务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经营罪、非
法采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重婚罪、
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伪造公司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

省高院通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情况

全省法院已打击
黑恶势力犯罪分子2113人

涉嫌16项罪名

陈先福等70人
涉黑团伙被提起公诉

扫
黑
除
恶
进
行
时

3月14日，海口西
海岸，海面上帆船点点，
帆船训练有序进行。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
好转，海口西海岸旅游
逐渐恢复生机。海滩上
市民游客增多，海边婚
纱摄影等旅游活动也重
新开展起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