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自贸建设 调整办学思路

实行学业警示 倒逼学风建设

完善评价制度 提高教学质量

应用型大学的质量提升，最根本的是要
使专业设置适应地方需求，办学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人才培养瞄准行业企业需
求，具备适应行业企业岗位的实践能力和应
用技能；科学研究坚持以应用为主，立足于
解决行业企业发展中的难题。基于这一指
导思想，2017年初，海口经济学院开始了大
规模的应用转型建设，强化顶层设计，制定
了“十依据，一加减”的转型路径和“七环节
一重点”的模块化课程建设程序要求。不走

捷径，不少步骤，做细做实以产业服务能力
为导向，以模块化课程建设为核心的应用转
型。海口经济学院转型首先从行业和企业
调研入手，学校层面由校领导带队，分三路
到应用转型质量高的6省6校考察学习。每
个二级学院、每个专业都到海南相关行业和
企业进行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该校精准
对接海南相关产业，改造设置专业。该校还
开展专项督查，对调研不实，产业针对性不
强的学院或专业责令重做。因此，每个学院

和专业的调研最少都在3次以上，培养方案
的修改都在10次以上。从而确保了各专业
的方案“接地气”，契合海南产业需求。该校
切实加强深度校企合作，让学生真正做到

“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并着力形成逼学生
练技能的机制，实施了“一专三证（两项目）
制度”，即学生毕业时必须有一个毕业证，一
个学位证，一个职业技能证。如该专业无证
可考，必须用完成两个创新创业项目替代，
否则不能毕业。

服务地方产业 推进学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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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转型服务海南发展
综合施策提升办学质量

近年来，海口经济学院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瞄准十二大产业，以建设创业型大学与示范
应用型本科院校为目标，以提高办学质量为重点，
调结构、设专业、抓质量，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制度
措施，打出了推动学校内涵建设的系列组合拳，强
力推进应用转型和本科教育质量提升。

优化制度机制

结下累累硕果

大学落实教育质量提升任务的主体是二级学
院。为了形成二级学院主动抓教育质量的机制，
2016 年底，海口经济学院制定质量导向考核制
度，以就业率、应用转型建设率、教师队伍建设达
标率、精品课程建设率、毕业生职业技能考证率等
12项衡量教育教学质量的指标，考核二级学院。

这一考核分A、B、C、D四等，考核为A等的学院奖
励总经费的4%，考核为D等的扣罚总经费的2%。为
抓好此项制度和其他质量举措的落实，2017年下半
年，海口经济学院又出台了《海口经济学院教学督查条
例》，实行每学期至少一次的抓应用转型和教学质量督
查制度。每次督查结束后，该校召开全校大会，总结交
流督查情况。对转型和抓教学质量得力的二级学院进
行表扬，对抓教学质量建设不力的单位通报批评，从而
在全校形成了扎扎实实争抓教学质量的良好局面。

伴随教学改革不断深入，海口经济学院教育质
量明显提升，教学成果不断涌现。2019年下半年，
教学督导全覆盖随机听课教学评价后，优良课程占
比81.5%，取得了海经本科办学史上最好的成绩。
近三年来，该校共获得国家级、省级学科专业竞赛奖
项398项，其中，2018年获第九届全国外贸从业能力
大赛团体特等奖（团体总分第一）;数学建模竞赛获
本科组全国二等奖6项，海南赛区一等奖7项、二等
奖11项，成绩突出；在“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上，海经院代表队已6次蝉联全省冠军，并代表海南
省参加全国总决赛；全国大学生建筑结构设计大赛，
2017年该校获海南赛区2个一等奖，2018年获3个
一等奖，2019年囊括全部一等奖（4个），同年第三次
代表海南参加全国大赛，荣获国家一等奖。在权威
评价机构《武书连民办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上，到
2019年，海口经济学院4年晋升10位，名列全国前
茅，跃升海南第一。

（文/王兴隆）

为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海口经
济学院进一步调整办学思路，出台了《海
口经济学院关于抢抓海南自贸区（港）建
设难得机遇，加快学校内涵发展的意见》，
把培养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交流能力
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之一，并
按这一办学指导思想修改培养方案，在全

校所有专业强化外语教学，将公共外语课
由开一年半改为开三年。

此外，海口经济学院根据学生实际，实
施分层教学。强化口语训练，在课外实行
每天外语一课时制度，全校学生必须每天
在手机外语学习平台自学一课时，由任课
教师布置学习任务，监控学习进度，其成绩

占外语课成绩的30%。学校还根据地处海
南，与东盟国家有地缘优势的特点，在旅
游、外贸等专业开设了日、韩、泰第二外语
课，在外语、外经贸类专业，学校提出了“外
语外贸化，外贸外语化”办学指导思想，并
据此调整课程设置，全力培养国际化人才，
使办学更好地服务海南国际化发展。

教学质量的基础是课程，没有课
程的高质量就没有教学的高质量。为
此，海口经济学院推出“一师一优课
计划”和“人人质量提升计划”，要求
全校讲师以上的教师，都要精讲一门
优质课，并对优质课的要求、标准、检
查验收做出了具体规定；全校每个教

师都要根据国家提升教育质量的总要
求，认真查找自己在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然后依据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对照国家要求，有针对性地制定
本门课程的质量提升计划。为了形成
促进课程质量提升的机制，学校面向
全体教师实施了全覆盖课程质量评价

制度，即每年对每位教师的主讲课程
不事先告知，由教学督导随机听课、
抽查相关教学资料进行评价，评价结
果作为评奖、评优、津贴发放的重要
依据。这一措施有力地强化了每一个
教师的质量意识，把提升质量落实在
了每一门课上。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今大
学生，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有许多人不读
书。

为改变这种现状，扭转许多学生
“混大学”的现象，2017年初，海口经济
学院取消清考制度，对每学期4门课不
及格的学生实行学业警示，约谈学生，
通知家长，共同做学生的工作。对补
考及重修后仍不及格的按留级或退学

处理。
海口经济学院由校领导带队，对课

堂实施“三查一处理制度”，即每天查学
生上课迟到、缺课情况，查教师上课情
况。每周对检查的情况汇总处理一次。

另一方面，海口经济学院对读书则
提出硬要求，落实《海经必读计划》，实
施围绕课程读书和记课堂笔记制度。
每门核心课程都要向学生推荐1本至3

本阅读书目，围绕课程阅读。
针对部分学生不认真听讲，“混课”

现象，海口经济学院则规定学生必须记
课堂笔记，并把各个学生记笔记的情况
纳入平时考核，占课程总成绩的10%。

此外，海口经济学院实施考研奖励
制度，对考上研究生的学生和所在二级
学院各给予一定的奖励，以正向拉动学
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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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项目名称

全国大学生
军事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大学生
建筑结构设计竞赛

第五届全国高校
BIM毕业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新道杯”
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全国总决赛

POCIB全国外贸
从业能力大赛

共青团中央全国
大学生金融精英

挑战赛

全国高校商业
精英挑战赛会展
创新创业实践竞赛

全国总决赛

第12届全国
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
艺术展演

全国全民健身操舞
大赛总决赛

（体育院校组）

中国大学生
健身健美锦标赛
（普通本科组）
男子健身模特A组

另有国家级及以上各类学科专业竞赛获奖:一等奖2个，二等奖16个，三等奖20个

海南省各类
学科专业竞赛获奖

指导
教师

王锦升
等

杜鹏等

王德林
等

吴强等

肖勇等

曹沙萍
等

刘红霞、
熊庆蓉
等

邓喜洪

艺术团

邱敏等

教练组

钱辉军、
关德褔
等

获奖学生

唐欣、程什彭、
李学旺等

钟孝寿、陈爽爽、
何富马等

韩丽楠、宋志、
樊向春等

王宏焕、汪郁辉、
王俊杰等

唐端、吴玉金、
邓淼等

方融、翁小金、
潘玉蜜等

王芳、段侗彤、
莫仕帅等

李静怡

陈海彤、陈其丹、
廖旻、林倩妮等

高南陵等

李润博、
戴泽权等

李思语、黄帆、
赵茹燕等

项目
级别

国家级

国家级

国家级

国家级

国家级

国家级

国家级

国家级

国家级

国家级

国家级

省级

奖励等级及数量

特等奖 1个，一等奖
2个，

二等奖 3个，三等奖
3个

一等奖 1个，二等奖
1个，

三等奖1个

一等奖 2个，二等奖
1个

二等奖 1个，三等奖
2个

特等奖 1个，一等奖
3个，

二等奖5个

二等奖1个

一等奖 2个，二等奖
2个

二等奖1个

一等奖1个

特等奖 2个，一等奖
2个

一等奖 1个，二等奖
1个，

三等奖1个

一等奖74个，
二等奖137个，
三等奖111个

海口经济学院2017-2019年度
学科专业竞赛获奖情况汇总表

海经院学生获2019年全国大学生军事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总分第一）。

海经院学生获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建筑结构设计竞赛一等奖。

海经院学生获第四届中国大学生服装模特大赛金奖。

海经院学生获第九届POCIB全国大学生外贸从业能力大赛
团体特等奖（总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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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农垦东兴1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项目位于万宁市东兴农场架岭队，建设一个
种猪场及一个育肥场并配套洗消中心，项目总占地面积383.02亩，项目
年出栏育肥猪约60000头，仔猪40000头。项目总投资20500万元，其中
环保投资918.8万元。（二）影响分析及措施：项目采用沼气作为发电和生
活燃料，沼气利用前进行脱硫处理。猪舍产生的恶臭通过加强管理、科学
饲养、及时清理粪便、排污沟加盖、喷洒除臭剂等措施来减缓。污水处理
站产生的臭气控制考虑将各工艺单元设计为加盖密闭方式；项目废水经
污水处理站厌氧+好氧+深度处理后全部综合利用；采用低噪音设备，对
强噪声源采取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控制设备噪声。猪粪收集后
外售；病死猪及分娩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生活设置垃圾收集桶，做到日
产日清；医疗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三）公众获取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途径。网络链接：http://nkxm.com.cn/home/info.
php?cid=200605091146，可联系建设单位索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纸质版。项目建设单位：海南农垦兴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
林明域，电话：13976208590。（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项目建设地点附
近企事业单位与居民。（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
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6月5日至2020年6月18日。

海南农垦兴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6月8日

儋州市那大镇人民政府
领取提存款通知书

领款人：
你公司因住址、联系方式不明无法联系，我儋州市那大镇人民

政府已将应支付给你公司的工程质保金提存到海南省儋州市公证
处。请你们于二○二五年五月二十日之前，持本通知书、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委托代领请持委托书公证书及受委托人身份
证）、单位银行账号到海南省儋州市公证处通过银行转账领取。

领款人名单如下：

海南省儋州市公证处地址：海南省儋州市文化中路85号。
电话：0898—23883954 邮政编码：571799

儋州市那大镇人民政府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序号

1

2

3

4

领款单位

睢县久诚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分公司

儋州云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儋州云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惟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提存金额（人民币）
人民币壹万柒仟元整
（小写：￥17000元）
人民币贰仟叁佰元整
（小写：￥2300元）
人民币贰仟元整

（小写：￥2000元）
人民币贰万肆仟元整
（小写：￥24000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外聘评估合作机构入围项目邀请公告

一、项目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外聘评
估合作机构入围项目。

二、评估机构基本条件：
（一）在海南省内依法设立并取得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或行

业协会颁发的土地、房地产、资产、机动车鉴定评估资质（许
可），具有与开展评估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工作场所，组织机构健
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较为完善并且执行有效。

（二）评估机构遵守执业准则和执业规范，有连续三年（含）
以上相关领域从业经历，且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规或行业自
律惩戒记录。

（三）具有与评估对象相适应的资质条件、专业人员，其中：
土地与房地产（二级资质以上）评估公司：具有土地估价师资质
的人员不少于5人；具有房地产估价师人员不少于8人。资产
评估公司：具有注册资产评估师资质人员不少于8人；如同时
具备土地评估资质、房地产评估资质，应具有土地估价师资质
的人员不少于3人；具有房地产估价师资质人员不少于5人。
机动车鉴定评估公司：具有机动车鉴定评估师不少于8人。

三、报名要求：请携带本单位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和法人代
表委托授权书（原件）等相关材料报名（详询请致电）。

四、报名时间：2020年6月10日—6月16日
项目邀请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1号中银大厦1005室
邮编：570102
联系人： 云女士 林先生
联系电话：66562586 6656257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20年6月8日

（200608期）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6月30日10:00在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

开拍卖：位于澄迈县老城工业开发区金岗大道盈滨度假村11栋别墅。
整体优先，多栋依次。竞买保证金：整体1100万元，单栋100万元/栋。
特别说明：1、按现状净价拍卖，本次拍卖标的物无产权证，涉及办理过
户手续产生的所有税费（包括但不限于产权证办证至委托人以及委托
人过户至买受人的所有税费：买卖双方过户的税费、土地出让金、土地
有偿使用费、公用设施配套费、历史各项税费及罚金等）全部由买受人
承担。2、产权过户办理等事宜由买受人自行办理，由此产生的过户一切
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海南房地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限制及法律责任
等），由买受人自行承担。3、成交款一次性付清，不接受分期支付、公积
金或银行商业贷款等其他形式。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6
月29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6月29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
以转账方式汇入我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
竞买手续。网址：www.hntianyue.com；电话：0898- 68555961
18508955059 李先生；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2座钢丝网水泥平台整体招租挂牌公告
项目编号：XZ202004HN0047-1

受委托，按现状对停放于三亚市南边海路渔村段航程码头的

2座钢丝网水泥平台整体招租，挂牌价格为846,025.00元/首年

租金,租赁期限为10年。公告期：2020年6月8日-2020年6月22

日。标的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E交易网

（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

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

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李女

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楼受理大厅 4号窗口，电话：

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6月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金城·新天地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金城·新天地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秀大道南侧，属《海口市海秀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17-1地块范围。于2014年7月批建6栋地上
3-31层，地下1层商业、住宅楼，地上面积138012.58m2，地下面积
27403.94m2。现建设单位申请以下调整：1#、2#楼一层门厅优化，楼
梯间位置调整；6#商业裙房内部墙体调整，屋面增设楼梯间，地上面
积调整为138104.80m2，其中商业面积调整为16314.28m2，住宅面
积调整为118541.35m2，计容面积不变。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
年6月8日至6月19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
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
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
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航豪庭A05
地块商业街项目建筑方案调整公示启事

海航豪庭A05地块商业街项目位于大英山A05地块内，批建4
栋地上2-3层商业街，总建筑面积4243.44平方米，该项目与地块内
一期住宅项目统一规划、整体核算指标。调整方案拟根据一期项目
地下室机动车停车位的实际建设情况及优化地上机动车停车位布局
需求，调整机动车停车位布局，地上机动车停车位由43辆调整为38
辆，经济技术指标表地下机动车停车位数量由886辆调整为891辆，
项目机动车停车位总量不变。考虑项目已建成并销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五十条的相关法律规定，为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
日（2020年6月8日至6月19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
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
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