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者陈
思国）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印发安居型
商品住房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明确2020
年至2022年，陵水计划动工建设安居型
商品住房2500套，每平方米销售价格原
则上不超过每平方米8000元。

其中，2020年计划动工建设陵水
文黎安居型商品住房（一期）项目1000
套，2021年计划动工建设陵水老县委
片区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 700 套，
2022年计划动工建设陵水文黎安居型
商品住房（二期）项目800套。

申购对象方面，在陵水城镇从业
的居民家庭的购买者，要求其家庭成
员在本省城镇无住房和无购房记录，

或在本省城镇拥有1套住房且人均住
房面积低于本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
房面积的。引进人才需在陵水实际居
住达到一定天数，且其家庭成员在本
省城镇无住房和无购房记录的。在陵
水城镇从业的基层教师、医务人员，要
求其家庭成员在陵水县城区域无住房
且无购房记录的，或在本县城区域内
拥有1套住房，但人均住房面积低于本
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的。

另外，陵水安居型商品住房采用装
配式建造方式建设，套型建筑面积不超
过100平方米，基层教师、医务人员可
适当放宽，最大不超过120平方米。每
个家庭只能购买1次且只能购买1套。

①套型建筑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

②基层教师、医务人员最大不超过120平方米

③每个家庭只能购买1次且只能购买1套

安居型商品住房售价安居型商品住房售价

每平方米不超80008000元

套数套数 25002500 套

申购套型建筑面积申购套型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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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
我省无新增确诊病例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6月10日0-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无新增确诊病例。

截至6月10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70例（其中1例订正为
无症状感染者），其中境外输入1例。住院病例2
例，死亡病例6例，出院病例162例。

截至 6 月 10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847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792人，尚有55人正
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6月10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
病毒无症状感染者35例，其中解除隔离34例，尚
在医学观察1例（浙江输入）。

琼台师院获批增列
学士学位授予单位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近日，海南省学位委员会批复同意琼台师
范学院增列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同意该校汉语
言文学等6个专业增列为学士学位授权专业。

根据批复，琼台师范学院被增列为学士学位
授予单位，从2016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开始，对符
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毕业生颁发以学校名
称具印的学士学位证书。

同时，该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增列为文学学士
学位授权专业；小学教育、科学教育、学前教育3个
专业增列为教育学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美术学、音
乐学2个专业增列为艺术学学士学位授权专业。

中国赴孟加拉国抗疫
医疗专家组会诊
危重症型新冠肺炎患者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 （记者马珂 通讯员
陈建洪）6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卫健委获
悉，中国赴孟加拉国抗疫医疗专家组于当地时间
6月10日下午，与该国的流行病学、疾病控制和
研究所的专家进行交流沟通，并对当地一名危重
型新冠肺炎患者进行视频会诊并给出治疗建议。

据悉，交流沟通会上，专家组成员疾病控制
专家王丹从密切接触者的调查与判定原则、管
理方式、管理流程、管理要求、集中医学观察场
所选择及内部设施要求、信息报告要求、资料分
析利用等方面进行了经验分享，还进行了案例
分析分享。双方就如何深入细致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规范管理密切接触者进行了交流，共同探
讨如何结合孟加拉当前病例不断增加、人口密
集、卫生资源缺乏、民众参与防控意识薄弱等实
际提高密切接触者追踪和管理成效等问题进行
了交流。

专家组检验专家刘玲丽就核酸实验室检测、
如何短期内提高新冠肺炎检测能力分享了中国的
经验。该国专家对中国专家的经验分享表示认可
和感谢。

万宁终止148户家庭
公租房保障资格
涉及重复享受政策性住房
等4种情况

本报万城6月11日电（记者袁
宇）6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因转租、转
借公共租赁住房，将公共租赁住房用
作经营性用房，或重复享受政策性住
房等，该局于6月10日向148户家庭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户主下达终止资格
告知书。

据了解，这148户家庭公共租赁
住房保障资格被终止的原因大致为转
租房屋，或转借房屋，或重复享受政策
性住房，或改变房屋用途作为经营性
用房等4种情况。

告知书称，经查，148户家庭存在
不符合万宁市保障性住房管理暂行规
定及公共租赁住房配租等相关规定。
根据《万宁市保障性住房管理暂行规
定》，该局决定终止148户公共租赁住
房保障资格。住户可以在告知书发布
之日起七日内提出复议，逾期不提出，
视为放弃陈诉、申辩权利。

本报五指山6月11日电（记者
李梦瑶）6月11日上午，海南红色题
材微电影《1949 北京来电》在五指山
市革命根据地纪念园正式开机，该片
旨在通过光影艺术的形式，还原海南
岛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背后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
北京天安门举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
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同一天，琼崖
党政军干部和少数民族同胞1000余

人，在五指山解放区白沙县毛贵乡
（今五指山市毛阳镇毛贵村）也举行
了盛大集会，并升起海南岛第一面五
星红旗。

然而，1949年的海南岛并未解
放，国民党军队从内地溃逃而来，地
方反动武装也蠢蠢欲动，在敌军的重
重包围之下，海南岛第一面五星红旗
究竟是如何升起来的？

为了挖掘这段历史，微电影《1949

北京来电》的拍摄方案应运而生。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五指山

人，每每听到这个既珍贵又感人的故
事，我总是久久难以忘怀。”五指山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楚蝶在当天的
开机仪式致辞中表示，珍贵的历史拥
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值得被更好更广
泛地讲述，她也希望本部微电影能够
成为五指山市对外宣传推介的又一
有力抓手，从而更加坚定山城百姓的

文化自信和奋斗决心。
开机仪式结束后，现场立即进

入开拍前的准备工作。该片导演王
威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透
露，本部影片将采用时空交叉的手
法和多团队集成配合的方式，通过
剧情微电影的艺术形式，用感人至
深的画面带领观众走进五指山，感
受五指山的历史文化，了解海南岛
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背后的故事。

海南红色题材微电影《1949 北京来电》开机
还原海南岛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背后的故事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计思
佳）海南日报记者6月11日从海口市
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获悉，该局已正
式印发《海口市科技创新创业平台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该市科
技创新创业平台包含科技企业孵化器、
众创空间、星创天地3类，并于每年实
行年度绩效考核，考核结果“良好”以上
的可获一定的运营资金补贴。

据介绍，科技创新创业平台是以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技企业和
企业家精神为目的，为初创企业、创
新团队、创客等提供物理空间、共享
设施和专业化服务的科技创业服务
机构，是海口全市科技创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孵化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创新创业人才、支撑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重要载体。

《办法》规定了科技企业孵化器、众
创空间、星创天地3类平台的备案登记
需具备的基本条件，明确由平台运营机
构负责平台的发展和日常管理工作。

同时，根据《办法》，年度绩效考核
重点考核创新创业平台的管理服务、
科技型企业和创新团队培育成效等内
容。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
格”“不合格”4个档次。年度绩效考核

为“良好”以上的可获一定的运营资金
补贴，财政奖励和补贴资金主要用于
公共技术平台建设、技术服务、管理及
投融资服务；连续两年年度绩效考核
为“不合格”的，取消相应备案资格。

此外，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创新创
业平台的自动纳入海口市科技创新创
业服务平台的管理范围，并应自觉接受
税务、科技等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海口市印发《科技创新创业平台管理办法》

三类平台考核良好可获补贴

陵水计划建设安居型商品住房2500套
每平方米售价原则上不超过8000元

海口查处213辆非法
载客营运电动自行车
分别顶格处罚2000元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王
南）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
队获悉，该支队自6月1日开展的“安全生产月”
道路运输综合整治行动中，已经检查了多起非法
载客营运等违法违规行为，其中电动自行车非法
载客营运达213辆，交通执法支队对非法载客营
运电动车主分别顶格处罚2000元。

据了解，自6月1日以来，海口市交通港航综
合执法支队开展了道路运输综合整治行动，主要
针对非法载客营运行为以及市民反映较突出的违
规营运行为进行整治，较以往在时间和地点范围
上都有所扩大；并通过打时间差的方式将正常路
面巡查时间分别向前和向后延伸，对于打击一些
钻时间空子的非法营运，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
还与公安、交警等部门建立联合整治机制，确保了
执法工作的高效率。

据了解，截至10日，交通执法支队已经查处电
动自行车非法载客营运213辆，私家车非法载客营
运6辆，异地出租车违规营运5辆，网约车线下巡
游拉客3辆，无从业资格证从事道路运输5人。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良
子）6月11日，在海南公安开展的“以
赛为战”全省毒品查缉实战练兵大比
武活动中，参赛的儋州市公安局毒品
查缉队在海口新海港查获本次大比
武首起涉嫌运输毒品案件，查获毒品
6小包，抓获1名犯罪嫌疑人。

6月11日上午9时许，查缉引导
员发现一辆车牌号为粤G7WXXX
的白色轿车驾驶员神色慌张、动作可
疑，便通过对讲机报告给查缉指挥
员。指挥员指令引导员将该车引导
到车辆查缉区进行盘查。

指挥员在交谈中发现该男子嘴

巴散发出很浓的酸性异味，凭借多
年缉毒经验，指挥员立即指示3名查
缉队员对该车进行细致搜查。查缉
队员从该男子的身上搜出1包白色
晶体颗粒状的毒品可疑物，2名查缉
队员立即将该男子控制住。随后，
查缉队员使用手持检测仪对全车进

行扫视，在车辆后备厢搜出5包毒品
可疑物。

经现场快速检测后，确定查获毒
品为冰毒、K粉和开心粉。经对该男
子进行尿液检测，呈冰毒阳性。经查，
涉毒男子谢某某，36岁，系广东遂溪
县人。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全省公安毒品查缉实战大比武查获首起涉嫌运输毒品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缴毒6包

省高院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拒绝毒品 护航青春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崔善红 曾昭娴）在“6·26”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
之际，6月11日上午，省高院联合海口中院在海
口市西湖实验学校开展“6·26”禁毒宣传月送法

“进校园”活动。
在海口市西湖实验学校，省高院刑一庭工作

人员以《拒绝毒品 护航青春》为题，为学生们讲解
了毒品的种类及危害、青少年如何辨识和防范毒
品等知识。通过视频和图文相结合的方式，充分
直观地给学生们展示了毒品的危害，引导孩子们
主动拒绝毒品、远离诱惑、健康成长；海口中院法
官则以《中小学校园欺凌预防与应对》为题，向学
生们讲授了校园欺凌的情形及应对方法。

活动现场，法官们还向同学们捐赠了百余
份普法类书籍，期望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优秀的

“小小普法官”。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孙慧）日
前，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以下简称省
资规厅）在海口市组织召开《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保护专项规划》《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专项规划》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交通基础设
施专项规划》（以下简称3个《专项规
划》）专家评审会，邀请生态保护、规
划、旅游、交通等方面的专家及省直有
关部门、市县政府对3个《专项规划》进

行评议，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
为贯彻落实《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工作要求，按
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省资规厅
牵头组织编制了 3个《专项规划》。
编制过程中，省资规厅赴省林业局、
省旅文厅、省交通厅就推进《专项规
划》编制进行充分沟通，并书面征求
相关部门及市县政府意见。同时，
在充分吸收相关意见和建议基础

上，对 3个《专项规划》进行了深入
修改和完善，旨在提高《专项规划》
的科学性、可操作性。

省资规厅相关负责人表示，3个
《专项规划》严格以上位《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规划》为依据，并结合实
际对上位规划内容进行了承接与深
化。其中，保护专项规划以热带雨
林资源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
合治理为重点，着眼于构建多尺度

的生态保护体系，系统提出了国家
公园保护重点规划项目；生态旅游
专项规划坚持保护优先、秉持生态
理念，科学布局生态旅游、科普教育
等项目，统筹构建具有雨林特色的
旅游服务体系；交通基础设施专项
规划构建起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快进慢游”交通体系，并对国家公
园及外围区域的“五网”基础设施和
消防设施进行合理规划。

专家组对3个《专项规划》予以充
分肯定，认为3个《专项规划》立足于
海南热带雨林保护实际，坚持保护优
先原则，兼顾发展需求，相互衔接、统
筹协调，提出了保护、生态旅游、交通
及社区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管控措
施和实施路径，符合我省“三区一中
心”的发展定位，有利于把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打造成为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的靓丽名片。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3个专项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近日，随着海口景观照明工程的完善改进，椰城的夜景变得越来越靓。图为海口万绿园一带城市景观。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中国热科院国家热带
农业图书馆开馆
可与省内各高校图书馆馆际互借

本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刘倩）
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国家热
带农业图书馆新馆开馆，该馆依托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建
设，收集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
热带农业方面的主要出版物，有电
子图书 50 多万种、纸质图书 22 万
册。该馆将面向公众开放，并已与
省内各高校图书馆实现馆际互借，
图书可通借通还。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馆内现
有纸质藏书22万册，其中农业专业
图书 3 万册，期刊 2000 余种，报纸
200 多种；引进国内外热带农业方
面的数据库及大型科技文献数据
库40余个，其中外文数据库包括世
界三大农业数据库及全文数据库、
热带农业数据库、食品科技数据
库、国际生物学权威数据库及全文
数据库等。

此外，该馆设有7个书库和两个
阅览室，其中综合书库有5万多册各
类图书，涉及自然科学、社科人文、医
药卫生、财经科技等不同领域的图书；
特色书库是专家库，专门收藏国内热
带农业高级专家个人科研论著及成
果；外文书库共收藏57000余册外文
书，期刊库藏有2000余种10万余册
外文期刊，还有4万余册热带农业专
业期刊。

据悉，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图
书馆成立于1958年，老馆设在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儋州院区。新馆设
在海口院区，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
米，建有农业书库、新书库、电子阅
览室及阅览室等。同日开馆的还有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档案馆，保存
着1953年建院以来的档案资料3万
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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