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0年7月20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刘笑非 美编：王凤龙 检校：张媚 符发A06 综合

■■■■■ ■■■■■ ■■■■■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孙
慧）7月18日，海南“最美家乡河”专
家评审会在海口召开。经过专家评审
综合打分，美舍河、三亚河、娜姆河、霞
洞湖等10条河流荣膺海南“最美家乡
河”称号。

寻找“最美家乡河”活动是我省“绿
水行动”中的活动之一，从5月30日至
6月15日，省河长制办公室向全社会发

出“最美家乡河”征集令，征集各市县有
关家乡河的诗歌、散文、图片、视频等作
品。该活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乡土文
化爱好者、学校、市县河长制办公室等
个人和单位积极报送了36条河流推荐
材料，经过初步筛选确定31条河流符
合评选标准，进入专家评审环节。

评审会上，专家组按照河湖治理
成效显著、河湖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

底蕴、河湖生态优美具有良好景观效
果、河湖的社会认可度高等4个评选
标准综合打分，最终选出海口市美舍
河、三亚市三亚河、东方市娜姆河、文
昌市霞洞湖、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河、
海口市鸭尾溪、儋州市石滩河、白沙黎
族自治县南晚河、松涛水库、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保亭西河等10条河流为

“最美家乡河”。这10条入选河流中，

既有奔腾滔滔的大江河，也有灵动秀
美的涓涓溪流，还有碧波浩瀚的湖泊。

省河长制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秦艾
斌介绍，海南属于独立岛屿水系，众多
大小河流从中部山区或丘陵向四周分
流入海，构成放射状的海岛水系，河流
水文资源丰富，又各具鲜明特色。“最
美家乡河”评选活动是海南建设生态
文明的具体行动，集中展示了海南实

施河长制湖长制以来，各级河长湖长
履职尽责，在河湖生态治理、日常保护
管理上取得的明显成效。

秦艾斌说，评选名单公布后，将通过
媒体推广全省10条“最美家乡河”河
流，提高公众对身边“家乡河”的关注
度，呼吁公众积极参与河流的保护管
理，强化公众对河湖生态文明的认知，营
造“知水、节水、护水、亲水”的社会风尚。

国家助学贷款作出调整
利率调整，还本宽限期延长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李
梦楠）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日前教育部、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从
3个方面对助学贷款相关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文件明确，为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支
持力度，进一步减轻贷款学生经济负担，助学贷款
相关政策将有以下变化：一是助学贷款还本宽限
期将从3年延长至5年；二是助学贷款期限从学
制加13年、最长不超过20年，调整为学制加15
年、最长不超过22年；三是2020年1月1日起，新
签订合同的助学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减30个基点执行。

最美夕阳红——关注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关注海南省“绿水行动”

■ 本报记者 李磊

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山脚下，几十
年来活跃着一支走村串户、访贫问苦、
解忧助困的队伍——万宁市和乐镇离
退休干部党支部的老党员们。

每月的15日，支部党员都会聚集
在一起召开支部会，至今已连续开了
34年。平时，这些离退休党员们退而
不休，主动为当地公益事业贡献余热，
为群众排忧解难，继续为和乐镇的发
展发挥余热。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老去的是
岁月，不变的是信仰。

34年未中断的支部会

和乐镇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的历
史，还要从1976年说起。那一年，在
琼崖纵队老战士李烈的倡议下，一群
老党员在和乐镇成立了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当年，党支部党员大部分是在
六连岭下战斗过的琼崖纵队老战士。

“这些老党员从工作岗位退下后，

因对这片曾战斗过的土地有着特殊的
感情，希望为和乐镇的发展发挥余热，
而这份感情也一直传递了下来。”和乐
镇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李国华介绍。

1986年，时任党支部书记陈雨丝
和老党员们定下一项制度：每月15日
定期召开支部会。至今，不少支部的老
党员还记得老支书那句话：以后无论谁
当书记，都要把这项制度坚持下去！

这一坚持就是34年。
而今，党支部有党员38人，其中

50年以上党龄的老同志有16人。尽
管已经离（退）休多年，但他们一直以
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老党员冯
锦芬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嘱咐儿孙到
支部缴交其生命中最后一笔党费；因
病卧床的支部老党员黄石麟、夏可仁、
冯德芳、陈明无法来支部参加党的组
织生活会，特地托付儿孙来支部代缴
党费。

离休不离党，退休不退志

在支部的办公室里，存着一叠厚

厚的调研报告，都是近年来老党员们
走遍和乐镇和周边地区，用脚步丈量
记录下来的。经过他们向政府部门反
映而解决的事情还真不少：

几年前，支部党员调研发现该镇
盐涛和港“一·廿”惨案烈士纪念碑年
久失修损坏严重，起草了整治维修建
议书报有关部门，引起万宁市委、市政
府的高度重视，万宁市政府立即拨款
整治维修纪念碑，有效保护了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

支部还深入万宁罗万、封浩、港
上 3个村调研当地生态环境问题，
形成了 3篇调查报告并刊登在《万
宁政务报》上，为万宁市委决策提供
参考；

2015年，支部调研发现和乐墟
中学路的道路安全问题，及时向镇政
府及有关部门提交了调研意见建议，
获得有关部门重视，该路很快得到了
改造；

和乐镇乐群村旁一座水库堤坝
曾经年久失修，每逢台风时节，洪水
都会淹没村民的稻田，老党员们经过

多方调查形成调研报告上报万宁市
政府，堤坝修复后，洪水再也没有殃
及农田……

除了老党员们自发组织的调研
活动外，支部还会组织走访调研。特
别是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启动后，
党员们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精神，定期组织全
体党员到邻近市县党建工作示范点
参观学习。

“我们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可我
们还是党员，平时也要起到带头作
用。”在采访中，这是不少老党员的共
同心声。

“六连岭精神”永不褪色

从支部成立开始，老党员们爱管
“闲事”，也在当地出了名。而这一管，
就是44年。

老党员李亚胜今年已经78岁，长
期在农业生产一线学习和工作，有丰
富理论和实践经验。他把自己多年的
实践经验编写成书并印发给农民，还
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现场演示、
传授种植和防治病虫害知识技术。

87 岁老党员符开英自 1995 年
退休后就坚持为青少年红色教育伏
案执笔，先后策划了“缅怀革命先
烈，继承革命传统”“学好党史国史，
为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等校园教育
专题活动，为下一代传承爱党爱国
的红色基因。

此外，支部党员还多方奔走，深入
各村引导建立助学扶贫基金会，到其
他市县寻求乡贤支持，推动成立了18
个村级助学扶贫基金会，共筹集资金
300多万元，帮助全镇102个贫困家
庭孩子圆了读书梦。

近年来，该支部先后被授予“全国
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全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集体”“全省离退休干部先
进集体”“全市优秀基层党组织”等荣
誉称号。这些荣誉的背后，正是他们
从未更改的初心。

采访的最后，李国华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支部的老一辈党员，曾
在六连岭开展游击战争，不畏牺牲，
冲锋在前。今天，我们更需要继承
优良传统，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发
挥一名老党员的余热，让六连岭精
神永不褪色！”

（本报万城7月19日电）

六连岭下，万宁市和乐镇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支部会34年不间断，用行动证明——

时光荏苒 初心不变

我省启动儿童阅读推广教师
省级示范性培训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李梦楠）海南日
报记者7月17日从省教育厅获悉，2020年海南省
儿童阅读推广教师省级示范性培训日前正式启
动，将培养100名具有独立自主开展儿童阅读推
广活动能力和技巧的儿童阅读推广教师，为我省
儿童早期阅读推广工作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儿童早期阅读引导工
作，相继出台了《海南省全民阅读中长期规划
（2016-2025年）》《海南省儿童早期阅读发展计
划》《2020海南省儿童早期阅读实施计划》等文
件，力求给全民阅读和儿童早期阅读活动的开展
提供良好活动空间。

海南日报记者从培训现场了解到，目前我省
儿童早期阅读还存在阅读氛围不浓、阅读量不足、
阅读技能缺乏、阅读资源支持不够等问题。目前，
省教育厅聚焦儿童阅读、表达、写作能力提升，正研
究制定书香校园实施方案，并将为全省范围内推广
儿童早期阅读提供经费支持和资源保障。该培训
项目将培养100名专业的儿童阅读推广教师，形成
省内早期阅读推广专家团队，帮助项目试点幼儿
园、学校进行儿童早期阅读教学和研究活动，形成
一批早期阅读的优秀试点园所和学校。

根据安排，为期3天的培训采取专家报告与
现场教学相结合、集中培训与岗位实践相结合、分
享交流与现场对话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帮助儿童
阅读推广的教师学习借鉴优秀儿童早期阅读推广
经验，掌握儿童早期阅读的理论及实施策略。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蒋升）近日，省公安厅党委
第一轮巡察工作已经启动。省公安厅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社会发布
公告，并公布电话，欢迎广大干部群众
向巡察组如实反映情况。

据介绍，5个巡察组于2020年7
月9日至8月20日，分别对海南省公
安厅网警总队党支部、省警校党委、经
侦总队党支部、警务保障部党支部、警
令部科通处党支部开展常规巡察。

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单位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重要岗位领导干
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接受

“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
央、省委、公安部党委重大决策部署，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落实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巡视、审计、
主题教育整改”等情况，群众身边腐败
问题和不正之风，以及违反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
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
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
照相关规定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一巡察组（巡察网警总队党支部）：值班电话：0898-68836736，公安网邮箱：chenliqiong@gat.an

第二巡察组（巡察省警校党委）：值班电话：0898-68836737，公安网邮箱：fengshaolong@gat.an

第三巡察组（巡察经侦总队党支部）：值班电话：0898-68836740，公安网邮箱：guozhenpin@gat.an

第四巡察组（巡察警务保障部党支部）：值班电话：0898-68836742，公安网邮箱：fuxingzhuang@gat.an

第五巡察组（巡察警令部科通处党支部）：值班电话：0898-68836743，公安网邮箱：kuangjizhi@gat.an

省公安厅办公大楼一楼东、西两侧楼梯口还设置巡察工作联系箱，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向巡察组如实反映情况。

省公安厅第一轮巡察工作启动

三亚市社会心理服务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徐敬）7月16日，

三亚市社会心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
据了解，三亚市作为我省唯一的全国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三亚市社会心理服务
中心将主要承担全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的专业性工作，包括心理服务相关的专业性工作、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健康教育宣传、人员培
训、起草相关专业标准、技术指导、督导检查以及
完成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等相关工作。

该中心设有儿童活动区、心理科普区、心理书
籍阅读角、团体辅导室、心理咨询室、沙盘游戏室、
放松室、心理测评室等多个活动区域以及心理测
量系统、认知训练系统、智能宣泄系统、心智科普
仪、心理放松椅等多台心理设备。

据悉，该中心的成立，是三亚市推动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提升三亚市各行业心理健康服务
能力的重要举措。我省正在实施健康海南行动计
划，加强心理健康促进，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人
际关系和谐，提升公众幸福感、获得感。

7月19日，俯瞰琼乐高速什运互通段。琼乐高速蜿蜒在山水之间，途经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云端上的最美高速”，车行其中，如在画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一路向云端

海口市美舍河 三亚市三亚河 东方市娜姆河 文昌市霞洞湖 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河
海口市鸭尾溪 儋州市石滩河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晚河 松涛水库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西河

海南10条“最美家乡河”出炉

“光大博鳌乐城银联联名卡”发布
“医疗+金融”助力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唐凡雅）7月19日，由光大银行海口分行、银联海
南分公司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共同主
办的“光大博鳌乐城银联联名卡”发布会在海口举
行。该联名卡以“健康管理”为主题，持卡人可享
有医疗机构专属优惠、家族健康管理、专业金融服
务等众多超值权益。

此次乐城先行区联手光大银行和银联推出联
名IC借记卡，是乐城先行区与金融服务融合的一
项创新举措，同时也是乐城先行区回馈社会、造福
国人健康的又一实际行动，将助力建设海南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

该联名卡最大的亮点在于，持卡人可享受由
乐城先行区10家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项目专属优
惠，涵盖健康体检、医学美容、癌症早筛、免疫提升、
细胞储存等特色优势专科的127个治疗检查项目，
最低免费。此外还有优先预约、免费建立电子健康
档案、线上免费问诊服务等超值权益。

“此次和光大银联共同推出联名卡，对于乐城
先行区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推广宣传机会，能
让金融机构更多地了解乐城。”乐城管理局党委书
记、局长顾刚表示，欢迎各家机构前来乐城开展多
形式、跨领域合作，为医疗消费提供便利化解决方
案，降低医疗成本。

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尤小
嵘表示，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将充分利用中国光大
集团金融全牌照优势，整合光大集团资源，持续深
化金融开放创新，加大对园区实体经济支持，助力
博鳌乐城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主要负责人曹松柏说，
博鳌恒大国际医院、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慈铭
博鳌国际医院等均已支持开通银联移动支付通
道，今后银联希望能与各方合作伙伴开展更多更
为深入、内容多样的跨界合作。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黄婷 实习生陈星妃）
海南省2020年高考网上评卷将于7月
20日结束，高考成绩即将揭晓，接下来
将进入高考填报志愿阶段。为帮助广
大考生科学填报志愿，新海南客户端、
南海网、南国都市报联手打造的“‘填报
志愿看新海南’2020海南新高考志愿
填报线上辅导周”活动将于本周启动。

新高考打破传统高考文理分科，
填报志愿、投档、录取等各环节都将发
生明显变化。考虑到考生、家长了解
高考填报志愿的需求强烈，南国都市
报、南海网联合新海南客户端推出了

“填报志愿看新海南”2020海南新高
考志愿填报线上辅导活动。

活动特邀海南中学、海南华侨中
学、海口一中等校的8位名师主讲，将
在23日至27日连续5天讲解新高考
填报志愿的知识、技巧，并就广大考
生、家长关注的新高考填报志愿的热
点问题进行在线免费实时解答。

新高考如何填报志愿？8位名师免费来解答

“新海南”志愿填报线上辅导周等你来
观看直播方式：

扫描二维码下载“新海南客户
端”，根据直播预告页面时间观看
并参与互动。

直播开始后，高考生及家长可
进入直播页面聊天室，在线向辅导
老师提问，主持人将请老师回答。

特别提醒：
为方便考生、家长及时获取

此次讲座信息，新海南客户端设
置了微信群，扫码关注“新海南
客户端”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
词“高招”，即可获得新海南高招
群二维码，获得相关资讯。

本版制图/王凤龙

巡察组受理方式（法定工作日8：00-12：00，14：30-17：30受理）

新海南公众号新海南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