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看丰收

学校自主招聘有哪些好处？ 目前哪些学校符合自主招聘条件？

招聘实现3个“自主”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
校园招聘 考核招聘

海口市直属公办学校自主公
开招聘流程为编办核准编制、学校
制定招聘方案、将招聘方案提交海
口市人社局备案、学校自主组织实
施招聘、招聘结果报海口市人社局
核准并办理手续。原来的方案核
准制改为备案制，将明显减少招聘
工作用时。

自主编制年度公开招聘方案
自主确定招聘批次时间
自主组织实施招聘工作

招聘形式灵活多样

招聘程序简化

（可通过3种方式招聘）

（共有1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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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 ·庆丰收，迎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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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青创大赛决赛举行
18个项目获奖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王玉洁）9月17
日，2020年海南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创青
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选拔赛在海
口举行，24个互联网、商工组项目和16个农业农
村组项目进行比拼。最终，两个组别的前9名共
18个项目从决赛中脱颖而出。

据大赛组委会介绍，本届海南青创大赛是历
年来参赛队伍最多的一届。大赛吸引省内外419
个项目参赛，涉及互联网、先进制造、农业种植、生
物医药、教育文化等领域。

比赛结束后，主办方将给予优胜项目创业资
金、培育孵化、学习辅导等方面的支持。其中，两个
组别的一等奖获得者将获5万元资金支持，二等奖
获得者将获3万元资金支持，三等奖获得者将获2
万元资金支持，优秀奖获得者将获1万元资金支持。

在本届海南青创大赛落幕之际，第十六届“振
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海南省选拔赛暨海南省
青年服务技能大赛将拉开帷幕。

据了解，为推动和服务青年创新创业，提升青
年服务技能本领，近年来，团省委积极整合各级各类
资源，与相关单位联合举办了五届海南青年创新创
业大赛、七届青年职业技能服务大赛，为海南挖掘了
一批优质创业项目、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人才。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张博

“又是满满一笼！你们快瞧，这
批个头大、量也多！”9月19日上午，
高高举起刚刚打捞起的一笼大闸蟹，
定安县定城镇脱贫户蔡琼贵难掩心
中的欣喜。

最近，定安渔光互补产业扶贫基
地养殖的60亩大闸蟹即将上市，工
人们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脸上都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蔡琼贵是基地的
员工，也在这个扶贫项目里入了股。
对于螃蟹丰收，他已期盼了大半年。

“你还别说，这从阳澄湖引进的
大闸蟹品质就是好！”一边说着，蔡琼

贵一边将满满一笼螃蟹倒入筐中，只
见这些螃蟹个头硕大，张牙舞爪地在
筐中“舞蹈”，十分活泼。

他随手抓起一只向海南日报记
者展示，“你看，这样一只大概二三两
重，在市场上至少得卖40元。三两
以上的，一只就能卖70元。个头再
大些的，达六两以上，一只甚至能卖
到五六百元！”

养殖大闸蟹市场前景好，为了养
好这群“宝贝”，蔡琼贵费了一番功
夫。“池塘最好背风向阳”“养殖面积
不用太大，5亩到10亩最好”“水池
深度不需要太深，一般 1.2 米就够
了”“河床保持一定坡度有利于它们

生长”……谈起螃蟹的养殖技巧，蔡
琼贵娓娓道来。

大闸蟹喜温怕热，却能在炎热的
海南快活生长，这是为何？蔡琼贵用
手指了指“答案”——一块块在池塘
上方架起的光伏电板。

每天，这些光伏设备在水上吸收
光热，将之转化成电能。水下，则是
一群群大闸蟹、澳洲淡水龙虾和贵妃
鱼自在生长。这种“水上发电，水下
养殖”的运行方式，能给池塘“物理降
温”，给水下的螃蟹、龙虾和鱼营造舒
适的生长环境。

“这种光伏发电与渔业相结合的
渔光互补模式，实现了土地复合利

用，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该基地技
术负责人温必波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目前，定安渔光互补产业扶贫基地按

“政府+企业+村集体+贫困户”的模
式运营，年产值超3000万元。每年
可为15个村集体增加经济收入112
万元，为82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
纯收入68.13万元。

“海南水质好、空气好，在这里养
殖的大闸蟹比同期在内地养殖的大
闸蟹长得更快也更好，我们可以提前
上市销售抢占商机！”温必波说，按照
预估产量和当前的市场行情，该基地
今年将迎来一次大丰收。

（本报定城9月19日电）

琼海举办农民丰收节活动

扶贫产品受热捧
本报嘉积9月19日电 （记者

刘梦晓）9月19日上午，琼海市博
鳌镇留客村大戏台广场十分热闹，
以“庆丰收，迎小康”为主题的2020
年琼海市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
在这里举行，广大市民游客和周边
农户齐聚一堂，喜庆丰收。

在特色农产品展销区域，琼海
各镇合作社、农户带来的土鸡蛋、木
耳、蘑菇、黄花小脚鸡等扶贫产品受
到市民游客欢迎。博鳌镇农民合作
社和贫困户代表带来的黑山羊、海
沙牛奶地瓜、北山好米、丝瓜、茄子、
玉米等特色农产品一摆上展台，很
快就被抢购一空。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
趣味文体活动。

定安渔光互补产业扶贫基地60亩大闸蟹即将上市

蟹肥人乐庆丰收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9月19日从海口
市教育局获悉，海口日前正式印发《海
口市直属公办学校（含幼儿园）自主公
开招聘工作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该《实施意见》的落地，将
极大简化学校招聘审批流程，给予部
分直属公办学校充分用人自主权。

据介绍，目前海口市直属公办学
校共有32所，其中中小学24所，幼儿
园8所。

《实施意见》实现了全面放权，推
动符合条件的学校自主招聘。明确
符合条件的学校作为主体单位，在招
聘过程中实现3个“自主”，即自主编
制年度公开招聘方案，自主确定招聘
批次时间，自主组织实施招聘工作。
自主招聘形式灵活多样，含面向全国
公开招聘、校园招聘、考核招聘3种
形式。学校可根据招聘对象、需求情
况、紧缺程度等自主选择招聘形式。
相较而言，校园招聘和考核招聘形式

更灵活、程序更简单。
同时，《实施意见》明确，海口市实

行自主公开招聘的市直属公办学校须
是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设立的具有独
立法人的事业单位，含以下几类：海口
市政府引进的合作办学学校；省一级
学校；省规范学校；省示范园；国家级
示范职业学校。海口各区属学校自主
公开招聘可由各区政府视情况参照
《实施意见》执行。

按照界定范围，目前海口可进行

自主招聘的学校共有15所。因《实施
意见》只界定了类型，符合条件的学校
名单可调整变动。此外，海口将按照
学校办学水平给予自主招聘权，鼓励
其余普通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获
得自主招聘权。

在编制核准上，按照“县管校聘”
改革精神，海口市教育局将根据学校
发展规模，每两年编制一次教师发展
规划。海口市委编办结合教师发展规
划每两年核定一次编制总量，切实为

学校引进优秀教师提供编制保障。
在招聘程序上，海口市直属公办学

校自主公开招聘流程为编办核准编
制、学校制定招聘方案、将招聘方案提
交海口市人社局备案、学校自主组织
实施招聘、招聘结果报海口市人社局
核准并办理手续。这意味着，招聘时
间、条件、方式、过程、结果均由学校自
主确定，学校享有充分自主权。原来
的方案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将明显减
少招聘工作用时。

海口给予部分市直属公办校自主招聘权
助学校根据需求引进优秀教师，目前有15所学校符合条件

本报石碌9月19日电 （记者
林书喜 张文君）9 月 19日，2020
年首届海南（昌江）乡村振兴产业
峰会暨中国农民丰收节昌江庆祝
活动在昌江棋子湾举行。峰会以

“海南热土·振兴共创”为主题，邀
请20余位乡村振兴研究与实践领
域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现场
交流，探讨乡村振兴产业方面存在
的问题，提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
思路和建议。

峰会启动仪式上，昌江黎族自
治县委、县政府为乡村振兴产业领
域专家颁发聘书，组建专家智库。

据了解，本次峰会设有“专家会
客厅”，邀请国内知名乡村振兴产业
领域专家，为昌江芒果、火龙果、圣
女果、香水菠萝、毛豆、海洋渔业等
产业“把脉”，并提出指导性建议。
峰会还发布了《乡村振兴·昌江宣
言》，传递出昌江有关部门高质量推
进乡村振兴工作的决心。

峰会现场还设置了昌江乡村振
兴、王下乡蝶变、特色农产品、乡村
旅游4个展示区，展现昌江乡村振
兴工作取得的成效。

海南（昌江）乡村振兴产业峰会暨中国农民丰收节昌江庆祝活动举行

立足海南热土 共话乡村振兴

9月19日，2020年首届海南（昌江）乡村振兴产业峰会暨中国农民丰收节昌江庆祝活动在昌江棋子湾启动。图为活动启动仪式上一名工作人员在
推介昌江特色农产品。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马
珂）今年国庆中秋假期将至，9月19
日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疫情防控组发布《2020年

“十一”假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要
求》（以下简称《措施》）。据了解，今年

“十一”假期期间，直接入境抵琼人员
须进行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餐厅每天进行1次环境消毒

《措施》要求，景区、机场、码头、商
场和超市、交通运输等单位为旅客服
务的人员要做好自身防护和健康管

理，每日上岗前进行体温监测，佩戴口
罩上岗。

消毒管理方面，景区游客服务中
心应备有酒精棉球、消毒液等物品，免
费供游客使用，交通运输工具要加强
通风换气，车辆每次出行载客前应对车
厢进行清洁消毒，座椅套等纺织物应保
持清洁，定期洗涤和消毒。餐厅环境每
天消毒1次，餐桌、餐椅使用后进行消
毒，建议消费者使用公筷公勺，必要时
使用一次性餐具。对经常接触的公共
用品和设施，如存储柜、电梯间按钮、扶
梯扶手、卫生间门把手、公共垃圾桶等
要做好清洁消毒工作。

景区要制定应急预案

游览管理方面，各市县要落实属
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监管责
任，景区要落实主体责任。各景区要
制定“十一”黄金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和应急工作预案。景区要加
强对公共场所、设备设施等重点区域
的检查，确保安全开放、安全游览。行
业主管部门要组织景区开展演练，并
加强监督检查。

购物场所管理方面，商场、超市在
营业期间尽量开窗，加强通风换气；若
使用中央空调要关闭回风，开启送新

风功能；提醒顾客排队付款结账时保
持安全距离。

机场码头要设置应急区域

交通管理方面，海南的机场、码头
等“三港一站”要认真做好进出人员体
温监测和健康码查验工作。要设置应
急区域，体温高于37.3℃的乘客应在
应急区域进行暂时隔离，并按照疫情
防控的相关规范进行处理。

入境人员管理方面，直接入境抵
琼人员，在入境口岸城市的集中隔离
留观点进行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并于第1天和第13天各接受一次核
酸检测。由外省口岸入境抵琼人员，
凭集中隔离期满后的核酸检测阴性结
果证明通行。

发热门诊管理方面，我省各级医疗
机构应进一步规范发热病人预检分诊
及诊断治疗流程，及时开展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和其他临床检查，做好鉴别诊断
与排查工作，落实好“四早”措施。

《措施》中提到，各市县要积极开
展环境“大清扫、大消毒”等爱国卫生
运动，做好外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洁消
毒工作，重点消除卫生死角，杜绝病媒
生物孳生。

我省发布“十一”假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直接入境抵琼人员须隔离医学观察14天

羽毛球团体赛激情开打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王黎刚）9月19

日，“海中故事”杯2020年第三届海南中学校友羽
毛球团体赛在海口开赛。本届赛事共吸引29支
羽毛球队近650名队员参加。

据了解，本次羽毛球团体赛为期一周，参赛选
手将通过小组赛、晋级排位赛决出团体赛前六名
及最佳男双、最佳混双，并评选出积极交流奖、精
神文明奖、优秀组织奖、最佳人气奖等奖项。

文昌开展“创文”知识
进社区活动

本报文城9月19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海南日报记者9月19日从文昌市委宣
传部获悉，今年以来，随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知识
宣讲活动的开展，文昌市民对“创文”工作的知晓
率越来越高，参与“创文”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近日，在文昌市文城镇椰乡人家小区，文昌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知识宣讲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现场，文城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和社会爱心组织志
愿者为在场群众提供义诊、义剪等服务，主办方设
置了有奖知识问答、“创文”问卷调查等环节，参与
的市民领到了精美的文创礼品。

据悉，近年来，为给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营造良
好氛围，文昌除了举办类似的宣讲活动，还充分利
用广播、电视等载体，开设了《社会文明大行动暨

“双创”进行时》《共建美丽幸福新文昌》等“双创”
栏目，对“双创”工作进行全方位宣传。

三亚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区启动选房

首批1832户村民选房
本报三亚9月19日电（见习记者李梦楠 记

者李艳玫）9月19日，三亚市月川棚户区改造项
目安置区选房工作启动。本批安置房以毛坯房的
形式交付，首批共有1832户已签约搬迁村民参与
选房，在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区（南北区）合
计选房2706套。

据悉，整个选房工作将持续至9月底，每天组
织100人参与选房（上午50人，下午50人），后期
将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减。选房日期根据村民签
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间进行安排，计划选房的
2706套房，共有55平方米、85平方米、120平方
米、125平方米和160平方米5种户型。

“月川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安置房建设以月川
中路为界分为南北区，南区建筑面积达42万平方
米，我们将根据拆迁进度，边拆边建。”中建五局三
亚月川棚改项目生产经理冯鹄说，目前南Ⅰ、Ⅱ区
基本上达到了交房条件，北区计划明年10月底完
成交付。

三沙卫视节目信号
覆盖苏浙桂津渝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王欣）经中宣部批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同意，从
9月19日起，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扩大节
目信号覆盖范围，在江苏、浙江、广西、天津、重庆
等5个省（市、区）有线网落地入户。

据介绍，2013年9月开播以来，三沙卫视始
终坚持“新闻立台”，强化频道公益属性和文化属
性，先后推出《三沙新闻》《南海直播室》《巡航祖宗
海》《从海出发》等13档精品节目。

截至目前，三沙卫视节目信号覆盖总人口近
2.3亿，覆盖境外人口达1630万。其中，境内覆盖
区域包括海南、北京、上海、福建、天津、重庆、江
苏、浙江、广西等地，境外已陆续覆盖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老挝、柬埔寨、印度尼
西亚、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家。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负责人表示，三沙卫视将
以此次扩大节目信号国内覆盖范围为契机，加强
与落地区域宣传部门、广电部门、网络公司及兄弟
媒体的合作，扩大宣传，增进友谊，努力办好节目，
不断提升传播力、影响力，让三沙卫视成为观众了
解美丽三沙、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窗口。

同天，三沙卫视宣布将开设新栏目《你好自贸
港》，同时《美眼看世界》官方快手及抖音账号正式
上线，标志着三沙卫视将再次扩大栏目版图，扩容
新媒体矩阵。

北师大海口附校 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 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

海南华侨中学 海口市第一中学 海口实验学校

海口市琼山中学 海口市四中 海口市滨海九小

海口市二十五小 海口市机关幼儿园 海口市中心幼儿园

海口市教育幼儿园 海口市港湾幼儿园 海口旅职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