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专题 2020年6月18日 星期四A11

讲好榜样故事， 产生典型带动“链式反应”

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莫金连（右三）赴北京参

加颁奖典礼。

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海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唐娟作先进事迹报告。

②

③

创新教育载体， 学生典型“井喷式”涌现

全面立德树人，

打通育人工作“最后一公里”

学校重点夯实四个育人环节，形成了符合
学校特色和学生特点的全员育人模式，增强了
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强化课程育人，让思政教育“实起来”。学
校实实在在强化“课程思政”，要求所有课程融
入爱国爱党、志愿公益、爱岗敬业、孝老爱亲、自
立自强等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教育，发挥课堂育
人的主渠道作用。

创新实践育人，让思政教育“活起来”。学
校打破校园和社会之间的“壁垒”，开展全员暑
期社会调查，让学生在生动的实践中坚定理想
信念，升华爱国情感，立志奉献社会。每年开展
各类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500多场次，2万
多名学生全员参与。

推进网络育人，让思政教育“新起来”。学
校推动“新媒体+思政”转型，实现思政教育与
时代发展、与青年成长规律的同频共振。如校
团委官微“海经青年”每年推送消息700余条，
阅读量超过200万，成为学校网络思政的重要
平台。

实施组织育人，让思政教育“强起来”。学
校构建起了党委统揽、职能部门横向协调、学院
党团组织纵向实施、团学组织全面覆盖的组织
育人格局，共青团、学生会、社团等组织百花齐
放、释放出强大的育人能量。

①

立德树人 典型引领 担好育人使命
2020年5月3日，在团中央

年度表彰活动中，海口经济学院
学生吴小盈、李少虹获“全国优秀
共青团员”（海南省仅4人获此殊
荣）。一次就有两人受表彰，绝非
偶然，这是学校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教育方针，全面立德树人，持续
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
结果。一直以来，海口经济学院
在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基础
上，积累了因事而化、因时而进、
因势而新的“海经经验”，形成了
榜样示范引领的思政教育“海经
范例”，学生先进典型层出不穷、
硕果累累。

挖掘闪光点，讲好榜样故事。结合青年
关注的社会热点，学校举办“五四表彰”“奖学
金颁发”“青年励志宣讲团”和“校友事迹分
享”等活动，让典型形象具有时代特色和鲜明
导向，扩大了典型影响力。来自汶川地震灾
区的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罗婷,是“在

‘苦难’中‘幸福’成长的幸运儿”；在玉树地震
中救灾的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索南永措，是

“天涯绽放的‘格桑花’”；海南省道德模范唐
娟，是“20岁女大学生开微店为父治病的创
业女孩”；中国志愿者优秀个人奖吴佳佳，是

“拄双拐上大学的公益事业创业女孩”；海南
省道德模范卢维青，是“带着妈妈上大学的孝
心女孩”；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吴小盈，是志愿

服务总时长4000小时的疫情防控一线志愿
者。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引领着校园的文明风
气和学生的价值追求。

突出代表性，推动典型带动。学校开辟
线上“海经榜样”“抗疫志愿者”专栏，各媒体
报道我校学生典型上百人次，提高了典型辐
射面。在榜样的带领感召下，不断涌现新的
感动人物、催生新的感人事迹，产生了典型
带动“链式反应”。以唐娟、卢维青为代表的
孝老爱亲典型，带动产生一大批校园年度人
物；以罗婷、莫金连为代表的“全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标兵”，带动涌现一大批省级、国家级
自强之星；以海南省第三例两次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我校志愿者陈娟（化名）为代表，带动

学校每年1000多名学生参与无偿献血；以
陈大维为代表的创业典型，带动全校每年
3000 多名学生参与挑战杯等创新创业大
赛；以岑碧妮、吴小盈为代表的志愿者标兵，
带动全校学生年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300
场次，服务时长超过65万小时。

“典型引领”是学校积极探索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规律，不断创新人才培养途径和
载体的有力举措、重要抓手。“榜样群体”是
学校思政教育的生动素材和鲜活案例，引领
了向上、向善、向美的校园新风，有力助推了
和谐优良的校风学风。全体海经人将继续

“讲好榜样故事，担好育人使命”！
（木易杨）

构建“五位一体”公共素质拓展体系。
体系涵盖思想政治与人文素养、志愿服务
和社会实践、创新实践和社团活动、文体活
动和体验式培训、其他团学活动五大类别，
每年设置素质拓展项目150余项（次），具有
鲜明的海经特色和丰富的教育内涵。采取

“规定动作+自选动作”模式，面向全校学生
提供个性化的“素质拓展菜单”，将10个素
质教育学分作为海经必修课程。实践证
明，一次重大活动、一项综合评比，就是一
次思想建设、一次能力锻炼、一次综合检
阅，学生在高频率、快节奏的活动参与中，
思想得到升华，素质得到提高，先进典型得
以涌现，学校的品牌与形象得到提升。

搭建多元化“典型发展平台”。挖掘选

树典型是推动学校向好向上发展的精神动
力。学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标
准，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搭建了一系列贴近
师生、贴近校园的典型选树和发展平台。

“成杰、国家奖学金”选拔一批品学兼优、
综合素质全面的学生代表；“校园年度人
物”遴选一批品德高尚，具有较强政治素
养、创新精神或学术追求的学生楷模；“优
秀团学干部”表彰一批甘于奉献、服务师生
的学生骨干；“优秀志愿者标兵”推选一批
热衷志愿公益的学生典型；“七一表彰”

“五四表彰”“基层团组织考核”“活力团支
部风采大赛”等党团组织品牌活动，共同激
发了“身边的榜样”不断涌现，让广大学生
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比有动力。

呈现“青年群星现象”。在全方位育人理
念和系列有效措施持续推动下，近十年，学校
涌现出了一大批省级、国家级大学生典型，形
成了独树一帜的海经“青年群星现象”。其
中，“全国优秀共青团员”3人，“全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18人（含全国标兵2人），“中国青年
志愿者优秀个人奖”1人，“海南青年五四奖
章”4人，“海南省道德模范”3人，“海南省向
上向善好青年”1人，“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干
部”“海南省优秀共青团员”等省级以上先进
个人奖项20多人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海经院近1000名
大学生投身当地或学校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一
线，显现出蓬勃的海经力量，展示了炽热的青
春担当。

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全国优秀
共青团员、海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罗婷
（右一）参加海南省五四青年座谈会。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吴小盈分享抗疫志愿服务体会。

奖项名称

全国优秀共青
团员

全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标兵

全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

全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提名奖

中国青年志愿
者优秀个人奖

海南省道德模
范

海南青年五四
奖章

海南省最美孝
心少年

海南省优秀共
青团干部

海南省优秀共
青团员

海南省向上向
善好青年

海南省大学生
自强之星

人次

3

2

7

9

1

3

4

1

1

11

1

2

学生姓名

罗 婷 李少虹 吴小盈

莫金连 罗 婷

唐 娟 岑碧妮 索南永措
唐仲华 吴佳佳 卢维青
陈行峰

吴佳佳 龙姣妮 唐 鑫 马 晗
董雪江 厍晓梅 李丽霞 孔睛睛
厍晓梅(2次)

吴佳佳

莫金连 卢维青 唐 娟

罗 婷 唐 娟 岑碧妮
吴佳佳（提名）

卢维青

吴小盈

李希伦 马 昕 刘小强 张雅君
张雪涛 马丹婷 陈俊怡 龙姣妮
陈玉玲 牟晓涵 王艺霏

卢维青

陈行锋 卢维青

组织单位

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

海南省委宣
传部等

共青团海南
省委

海南省教育
厅等

共青团海南
省委

共青团海南
省委

共青团海南
省委

共青团海南
省委

海口经济学院学生先进典型汇总表
（2009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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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20）第19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美
安科技新城B0625-4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B0625-4地块，

土地总面积为26721.1平方米（合40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
使用年限为5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
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
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根据高新区管委会《关于美安科技新城B0625-4地块规划意见
的函》（海高新函〔2020〕111号），用地性质为一类/二类混合工业用地
（M1/M2），用地范围东至美安二环路、南至美安四街，西至规划路、
北至规划路，容积率≥1.0，建筑系数≥30%，绿地率10%≤G≤20%，建
筑限高≤40米。

二、竞买人资格
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以及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

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以外（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加本次竞买），符合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

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
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
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与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1919.14万元，采取增价
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
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1919.14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
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20年6月25日9:00至2020年7月20日16:00（北
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7月10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7月22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20年7月22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

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
金为成交价的10%。（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
牌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
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
同的补充条件），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
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三）本宗地按现状出
让。（四）本次挂牌宗地用于开发建设儿童营养品及药品研发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400万
元/亩，达产后年度产值不低于2625万元/亩，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
贡献率不低于80.95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五）本次挂牌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竞得人须自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3个月
内动工建设，18个月内实现项目竣工，竣工后6个月内完成净化装
修，净化装修后6个月完成认证检查及文号转移实现项目投产（有产
品下线，经营收入），项目投产6个月内达产。涉及水务、绿化、市容、
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
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六）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
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七）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
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18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20）第20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美
安科技新城B0625-5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B0625-5地块，

土地总面积为26646.91平方米（合40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
地使用年限为5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
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
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根据高新区管委会《关于美安科技新城B0625-5地块规划意见
的函》（海高新函〔2020〕112号），用地性质为一类/二类混合工业用地
（M1/M2），用地范围东至美安二环路、南至规划路，西至规划路、北
至安新街，容积率≥1.0，建筑系数≥30%，绿地率10%≤G≤20%，建筑
限高≤40米。

二、竞买人资格
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以及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

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以外（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加本次竞买），符合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

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
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
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与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1897.58万元，采取增价
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
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1897.58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
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20年6月25日9:00至2020年7月20日16:00（北
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7月10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7月22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20年7月22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

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
金为成交价的10%。（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
牌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
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
同的补充条件），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
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三）本宗地按现状出
让。（四）本次挂牌宗地用于开发建设制药及新药研发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400万元/亩，达
产后年度产值不低于675万元/亩，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
低于8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五）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
备开发条件，竞得人须自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3个月内动工，2年
内完成项目建设。在自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24 个月内实现项目
投产（有产品下线，经营收入），项目投产1年半内达产。涉及水务、绿
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
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六）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
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七）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
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