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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
预计明年6月完工
9月投入使用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
韩晓露）海南日报记者11月8日从上海市世界外
国语中学附属海口学校获悉，该校目前正在安装
内部机电消防通风设施，进行室内、外墙装修等，
计划明年6月完工，9月投入使用。该校包括一所
12年一贯制学校和一所3年制幼儿园，可提供
4360个学位。

据悉，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附属海口学校
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安大道以西、规划十六路以南，
由海口市政府投资建设，系省重点项目。该项目
用地面积 144.14 亩，总建筑面积 11.56 万平方
米。按计划，该校将在双语幼儿园设18个班级、
在双语小学设36个班级、在双语初中设18个班
级、在双语高中设18个班级，并结合实际情况，增
设16个国际班，共计106个班级。

该校将努力探索创新海口市“公办教育、品牌
管理”模式，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增强办学活力与
效益，提升教育品质。

儋州已建19座学校游泳池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

启动中小学校游泳池项目建设，近2年来，共投
资5600多万元，全市共建设学校游泳池19座，
其中 17 座已通过验收交付使用。11 月 6 日，
2020年儋州市中小学生游泳培训开班仪式在那
大镇第二小学校举行，开始在全市学校游泳池分
批培训中小学生，力争全市中小学毕业生人人会
安全游泳。

据悉，儋州市确定“普及中小学游泳教育，
加快乡镇学校游泳池项目建设和管理”的年度
工作目标。该市教育部门大力推进中小学生

“学游泳、防溺水、懂救生”系统教育工程，普及
游泳安全知识和游泳技能，提高学生的身体素
质、生存技能和急救能力，从源头上遏制学生溺
水事件的发生。

据了解，该市此前已紧急启动游泳培训计划，
采取搭建支架式临时泳池的方式，完成第一批1
万多名中小学生游泳技能培训任务。今年按距离
远近、城乡配搭的原则，把20座游泳池（其中借用
青少年活动中心1座游泳池）划分为东、西、南、北
4个片区，分为4个标段，向社会公开招聘有资质
的游泳培训及运营管理机构，负责培训全市中小
学生及运营游泳池，现已完成招投标。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刘彬宇

11月7日上午，位于临高县皇桐
镇武维村的临高皇桐皇橙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60多亩种植基地里，郁郁葱葱
的果树上，个大皮薄、香甜多汁的皇橙
挂满枝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
采摘，田间地头一片欢声笑语。

“皇橙不仅品相好，吃起来更是香
甜、水分足。”经朋友介绍，海口市民杨
晓丽一家7口驱车来到基地，她从树
上随手摘下皇橙，剥开皮吃了起来，

“来这里，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令人心
旷神怡。还能享受劳动的乐趣，体验
丰收的喜悦”。

今年10月中旬，这60多亩的皇橙
进入成熟期。看着游人采摘、品尝，皇
桐镇武维村党支部副书记、临高皇桐皇
橙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世江心里
乐开了花，“这不仅意味着村民实现增
收，也意味着皇橙品牌越来越响亮。”
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天是周末，一
上午就有100多人过来体验采摘。”

张世江介绍，2015年，他引入种
苗，承包土地种了60多亩橙子。刚开
始，由于技术掌握不到位，不少树苗在
种植第二年感染了细菌，患上了溃疡
病，树叶几乎掉完。当时的他备受打
击，甚至有了放弃的想法。“但我想到，
如果基地发展好了，就能改变村里没
特色产业的窘态，还能为村民造福，便

坚持了下来。”张世江说，那时，他上网
查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澄迈等地的
种植基地，最终治好了患病的树苗。

2018年，经过3年种植期，该种
植基地首获丰收。该合作社还吸纳4
户贫困户18人入股，接纳本村和附近
村的贫困户务工。目前，整个基地有
4000株橙子树，年产量12万斤以上，
合作社预计年收入70多万元。去年
以来，张世江还积极打造皇桐皇橙品
牌，并于今年2月获得了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发的“皇桐皇橙”商标注册证，
成功注册“皇桐皇橙”商标。

当地年降水量较多，橙子树经常
受雨水滋润，加上肥沃的富硒土壤，养
分足，结出来的橙子，品质好，汁多味

甜，甜度较高，表皮呈绿黄色且光滑，受
到市场好评。“而且我们主要采用农家
肥、花生渣等进行施肥。”张世江介绍，
这些年，该基地主要发展田园采摘，吸
引回头客，还积极对接海南爱心扶贫
网，参加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接纳线
上线下订单送货等，多举措拓展销售渠
道。“每斤10元售价，近半个月来，已销
售了2万多斤，到明年1月前可全部售
完。”他说。

当日，游客们在果农的带领下到
种植基地采摘，他们亲手摘皇橙，不停
地拍照留念，享受农家乐带来的乐
趣。“第一年结果，我们就过来采摘了，
累积采摘了10多次。这里的橙子是
在富硒土壤中生长的，味道可口，还含

有微量元素。这次采摘20多斤，带回
去和家人分享。”临高县农村电子商务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文正说，了解到
这是产业带贫，他还将皇橙挂在扶贫
网上帮助销售。“销售量还是不错的。”
他说。

“王先生您好，您要订购10箱。
我们马上帮您装箱发货。”在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过程中，张世江不时接
到订购电话。“基本上每天都有订购，
岛内主要销往临高县城、海口等地，岛
外则发往江苏、河北等地，大多数客户
都是来种植基地采摘过的和朋友介绍
来的。”他笑着说，去年，他还向新疆乌
鲁木齐、内蒙古等较远地区发过货。

（本报临城11月8日电）

临高60多亩皇桐皇橙喜获丰收，预计年收入70多万元

富硒皇橙助力村民致富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坚）11月7日，海南省
消防救援总队联合省委宣传部、省
新闻工作者协会开展了“记者变身
消防员”观摩体验活动。

当天下午，海南省内主流媒体
百余名记者和家属观摩了消防指战

员展示的“纵深灭火救援操”“搜救
犬搜救表演”“高空山岳救援操”，还
亲身体验了“高温轰燃”“扑灭油盆
火”“液压剪破拆”“水带保龄球”等
科目。

在模拟烟热逃生项目中，记者
变身消防员观摩体验火灾逃生烟热

训练系统，体验人员需在高温、能见
度极低的烟雾、狭隘的空间等条件
恶劣的场馆内，模拟黑暗、密闭、烟
雾、高温、噪声、障碍等险峻环境，相
当于一个“火场版密室逃生”，可提
高体验人员在高温、浓烟下的体能
承受力、心理适应能力和呼吸器使

用能力的训练。
“穿上避火服，空气呼吸器，

重得腿都差点迈不动，行动缓慢，
而消防指战员在火灾中，要戴着
这么重的装备在高温中持续战
斗，真的太不容易了。”观摩活动
结束后，媒体记者表示，在寓教于

乐中学到了消防安全知识，提高
了应急避险能力，更加了解消防
指战员的艰辛和不易，未来也将
加大对消防工作的宣传报道力
度，传播消防安全常识，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营造更加良好的消
防安全环境。

百名记者变身“消防员”体验火场逃生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您好，我是小区人口普查员，现
在正在开展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能
耽误您几分钟做个资料登记吗？”11
月8日上午9时许，在澄迈县老城镇
恒大御景湾小区，身穿红色马甲、佩戴
人口普查工作证的李兰华和同伴敲开
一户人家的门问道。

门内的住户在确认来者身份无误
后，将两位普查员迎进室内。李兰华

先向住户白女士递上《致住户的一封
信》，在确认对方充分了解普查工作性
质后，开始逐步询问需要登记的信息
内容。“您家房子是多大？住了几口
人？有新生儿吗？……”李兰华仔细
询问，并在手机上及时做信息登记。
大概10余分钟，登记信息就搜集完成。

“我曾参加过全国第3次人口普查
工作，平时经常在小区组织公益活动、
文艺演出，大家对我熟悉，我也希望发
挥更多余热。”李兰华说，今年8月中旬，

还在郑州老家的她收到物业公司发来
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指导员和普查
员选聘消息后，立即报了名，还号召其
他“候鸟”积极参与。没多久，恒大御景
湾小区便组建起一支包含5个指导员、
20个普查员的“候鸟”普查工作队伍。

为了此次人口普查工作顺利开
展，李兰华提前从郑州来到老城居住，
参与岗前培训、人户摸底、宣传等工
作。11月1日，澄迈全面铺开人口普
查登记工作，包含李兰华在内的3170
名普查员进行挨家挨户登记填报工
作。每天8时30分许，李兰华和另外
4名人口指导员，与小区人口普查员

开“碰头会”，布置当天任务；一天忙
完，再检查普查员的入户登记进度和
数据质量，确保普查内容准确、真实。

“普查员都是熟面孔，他们问什
么，我都放心回答。”接受人口普查的
白女士说，所在小区为养老型小区，她
和老伴已经连续5年从外地来到海南
的家过冬，平日只在小区散步解闷，见
到普查员上门，感到亲切。

从白女士家出来之后，李兰华和
同伴又准备赶往下一个住户家。这段
时间，她已经记不清坐了多少趟电梯，
敲了多少门。截至目前，李兰华所在
小区入户登记已经完成80%，预计11

月上旬能顺利完成整个小区约2000
人的入户登记。

“澄迈外来人口多，小区有100多
个，其中老城镇有80多个，过冬‘候
鸟’1万余人，是人口普查工作的重点
和难点。”澄迈县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
曾小霞说，为此，积极动员小区业主、
物业管理人员参与普查“两员”选聘，
利用他们熟悉本小区的情况来提高普
查对象的配合率，避免普查登记工作
开展时发生拒访现象。目前，该县入
户登记工作进展顺利，预计11月15
日完成全县人口登记。

（本报金江11月8日电）

澄迈利用“候鸟”人才推进人口普查工作

熟面孔上门 普查效率高
关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海口健康生活节开启

预计可拉动家居建材
消费约2.6亿元

本报讯（记者郭萃）近日，“绿色家装 健康筑
家”2020海口健康生活节——家居建材健康购活
动在金盛达建材家具商城开启，在为期1个月的
活动中将聚焦全民关注的家居建材环保市场，传
递健康生活新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新风尚，活动
预计可拉动家居建材消费约2.6亿元。

2020海口健康生活节是海口乐购嘉年华系
列活动之一，活动联动海口全城家居建材商城，以

“健康+实惠”，紧抓“双11”全民消费狂欢热点，开
展为期1个月嗨翻全城的家居建材欢购热潮。预
计活动结束，可拉动家居建材消费约2.6亿元，助
推海口市大宗商品消费快速增长。

据悉，“海口乐购嘉年华”是海口市商务局持
续打造的时尚消费品牌，今年已开展“五月的海
风”狂欢购、2020阿里巴巴本地生活全城欢乐季、
直播嗨买节、海口酒店餐饮美食品鉴嘉年华、国庆
中秋大惠聚、2020新能源汽车焕新消费季等多场
各具特色的主题促消费活动，对激活海口市多种
消费业态、加快消费转型升级、助力海口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后续海口乐购嘉年华将持续开展海南免税购
物节、家电全城拍卖节、玩购狂欢节等多场惠民促
销活动，创新消费模式，吸引消费回流，促进海口
经济稳步增长。

⬆新闻工作者及其家属观摩搜救犬搜救表演。

➡记者在消防救援人员的协助下体验消防项目。
本版图片均由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邱肖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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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秀英分局执法人员依据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来函内容，通过实地
核查，认定海口市某公司违反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规定、未取得规划变更
手续非法施工，擅自将该项目部分楼
层原阳台镂空处改为实心阳台板，该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依法做出
立案查处，罚款5万元，并责令限期
改正。

据介绍，这是在“多规合一”基础
上，海口行政执法职能经多部门、多层
级重组后，在秀英区委、区政府的积极

筹备与推动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秀英分局率先实现正常运转，在该市各
分局中开出首张罚单，标志着海口市秀
英区行政执法开启了新的篇章。

今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精神，解决执法机构重叠、
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海口印发《深
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
案》，将行政执法权集中于海口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实行“一支队伍”管执法
模式，把分散在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
执法职能，统一划归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下设支队、分局等，履行日常执法

监督工作。
改革后，海口市市政管理局（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主管全市综合行政执
法工作，依法独立行使有关行政执法
职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强化市
级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考核、案件审
查等行政执法监督职能，科学合理设
置执法监督内设职能机构。区级综合
行政执法局（区城市管理局）不再作为
同级政府工作部门，名称统一为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XX分局。各分局负责
农林水、旅游、城市管理、城市建设、电
力、自然资源规划、安全生产、劳动保
障、科技教育、公共卫生、殡葬、人防等

领域执法，设置7支专业执法队伍和1
支巡查机动执法队伍。

同时，今年7月，海口还印发《海
口市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目录》，在
编制完成的《执法目录》中，海口市、
区、镇（街道）三级综合行政执法事项
涉及20个党政部门，共梳理执法事项
3235项，其中行政处罚3115项、行政
强制120项。先期纳入综合执法范围
的事项有2032项，其中行政处罚为
1950项、行政强制为82项；待划转的
市场监管执法事项为1176项，其中行
政处罚1133项、行政强制43项。

（策划/撰稿 贾佳）

启动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后

海口市秀英区行政执法部门开出首张罚单

海口市某公司在项目开发中违规改建被立案查处、罚款5万元，并被责令限期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