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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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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楠

“同学们，眼睛看黑板，跟着我一
笔一划慢慢写。”12月10日上午，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特殊教育学校乐学
班的教室里，12双眼睛聚精会神地盯
着黑板，该校教师王芬站在讲台上，
专心施教。

看着教室里认真听课的孩子，陵
水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王绍莹很是
感慨。她回忆，过去有不少存在智力
障碍的孩子已经到了学龄，却因为家
庭经济困难，以及家长对孩子教育的
不重视，导致他们不能进入学校学
习。“更有甚者，由于孩子存在严重的
智力障碍情况，家长还不让孩子出
门，更不用说接受教育了。”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重
要的途径，近年来，陵水聚焦特困学
生、特殊群体、特困地区，因人因材因
地精准施策，确保每一名贫困学生不
因贫失学。

2018年，陵水首个以听力障碍
和智力障碍儿童为教育对象的九年

义务教育全日制公办学校——陵水
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始招生，使陵水存
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残障孩子可以进
入学校接受教育。

患有智力障碍和多动症的学生
小郑（化名），是该校招收的首批学生
之一。小郑处在单亲家庭中，家中还
有一个妹妹上小学，家里全靠父亲打
零工支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郑
入校后，学校不仅减免了他在校的一
切费用，还为他申请了贫困补助。

如今，在校的124名学生中，就
有66人家庭经济困难。针对这些学
生，学校为他们申请了特惠性资助及
普惠性资助，其中精准扶贫助学金，
每学期1500元，每年3000元，同时
还为寄宿生发放寄宿补助，每学期
1000元，每年2000元。

“除了给孩子提供经济上的帮
助，我们更希望孩子能在这所学校里
学会与人交流，拥有一技之长，未来
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更好地融入社
会、取得立足之地。”王绍莹说。

为让这些孩子可以接受良好的

教育，学校专门招收一批从师范院
校毕业，学习特殊教育类专业的年
轻教师。

王芬是该校首批招收的年轻教
师之一，也是小郑的班主任。来到这
所学校后，不穿裙子、改穿裤子是这
个年轻教师的第一个改变。

“这是为了‘追’孩子方便。”王
芬笑着说。“刚开始没办法正常上课，
就拿小郑来说，上一秒他还静静地坐
在座位上，下一秒就冲出教室。”王芬
回忆，学校刚开学时，每个班级或多
或少都存在学生坐不住、课堂秩序混
乱的情况，一些情况比较严重的孩
子，上课时间了，还经常会在校园内
大声叫嚷、四处躲窜，教师们常常需
要在校园中找自己的学生。

遇到了这些问题，教师们并没有
打退堂鼓，反而在与学生们的相处
中，摸索出了一套可行的办法。

“对待他们，耐心是唯一的诀
窍。”王芬说。课堂上，她的眼睛总时
不时看看小郑，发现小郑有异常时，
她会放慢语速，放柔语气喊小郑的名

字；课堂外，她总会找小郑聊天，引导
他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

经过努力，现在的小郑，不仅可以
做到上课认真听讲，还可以较为清楚
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有次我给班里的
孩子分水果，一人一份，小郑举着他的
水果就要塞给我吃，那一刻，我觉得我
的付出都值了。”王芬笑着说。

自闭症的孩子慢慢开始学会沟
通，身体残疾的孩子生活渐渐自理，
行为异常的孩子有了自控意识，智力
障碍孩子的生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明显提升……越来越多的“特殊”孩
子，在这所特殊学校里获得成长。

“学校知识教育只是学生成长的
一部分，培养学生自尊自信自强是特
殊教育的最终目的，让每一个生命都
过得精彩。”王绍莹介绍，对自身情况
比较严重、无法入学的59名学生，该
校老师还利用课余、周末时间送教上
门，同步教授课堂知识，并向家长传
授康复训练的方法，让更多的孩子接
受教育，实现自理。

（本报椰林12月13日电）

陵水县特殊教育学校多举措落实教育扶贫政策

让“特殊花朵”同沐教育阳光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
陈蔚林）第212期海南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将于12月14日 20时在
海南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
卫视，12月20日16时20分在海南
卫视播出。

本期节目将邀请万宁市礼纪镇
组织委员蔡育宏，和大家介绍该镇
如何将脱贫攻坚工作与乡村振兴工
作进行有效衔接。

观众还可以从海南网络广播电
视台官网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
端收看本期节目。

“临高田品”公用品牌
对外发布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王
婧）日前，临高举行发布会，正式对外
发布、使用“临高田品”公用品牌。发
布会现场公布了26家获得“临高田
品”公用品牌授权使用的企业，为首
批10名加入“临高田品”公用品牌专
家智库的专家颁发了聘书。

临高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该县将借助“临高田品”公用品牌，
立足本地实际，加快临高农业品牌
化、标准化、现代化发展，将“临高田
品”公用品牌打造成临高的“金色名
片”，让临高实现从农业大县向农业
强县的转变。

赴美食之约 寻海南之味

“寻味海南”
餐饮国际化推广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罗霞）12月13
日，“寻味海南”第三季餐饮国际化推广活动在海
口启动。在接下来约半年的时间里，系列美食推
介等活动将陆续开展。

此次推广活动由省商务厅主办，海南新浪
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省酒店与餐饮行
业协会联办，将持续进行至明年5月。活动以

“美食美刻·寻味海南”为主题，将以带货直播、
创意短视频、书籍图鉴等形式，围绕琼味美食，
组织全省特色餐饮及重点夜市逾200家门店，
开展走进市县、美食惠吃季、潮吃夜市等五大类
50场活动，持续推进海南餐饮国际化，促进餐
饮消费增长。

据了解，活动将呈现一些亮点。一是以直播
促销带动餐饮消费。活动将面向全省招募美食达
人，通过30期探店直播和5期节庆直播，发放美
食秒杀优惠券，展现海南餐饮特色，促进餐饮消费
增长。二是由浅入深讲好美食故事。活动期间，
既将发布短视频、海报、图文等易于传播的内容，
也将发布深度解读和成果展现的汇编书籍，多角
度助力海南餐饮国际化推广。三是覆盖面广，充
分发挥线上线下聚合效应。

海南首个农业保险产品
创新试验室揭牌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何方远）日前，
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农业保险产品创新试验室
挂牌成立，这是人保财险系统在全国范围内设立
的首家专属农险产品创新试验室，也是海南首个
农业保险产品创新试验室。

据了解，海南自2007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
以来，全省实行共保体主承保人制度，人保财险海
南省分公司作为种养业共保体的主承保人，一直
致力于农业保险产品的创新开发，农业保险的险
种从最初的3个发展到现如今的80多个，服务领
域从保自然灾害向“保价格、保收入”延伸，特别是
为海南独具特色的橡胶、槟榔、椰子树提供了有效
的保险保障。

目前，在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进程中，农业仍是
必须着力做优做强的主导产业。人保财险海南省
分公司设立农业保险产品创新试验室，对促进全
省热带高效农业产品开发将发挥重要作用。截至
11月底，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农险保费收入
6.25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29.65%。

海南的农业保险为保障农业的稳定经营发
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年平均的增速达
到 40%，为全省农业提供的保险保障金额达
982亿元。

广告·热线：66810888

上述1-18项标的公告期为2020年12月9日至2020年12月22
日，19、20项标的公告期为2020年12月9日至2021年1月6日。标
的现状、受让方资格条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

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2月1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标的名称
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96号洋昌大厦802房（原庆龄大道一号）
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96号洋昌大厦803房（原庆龄大道一号）
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96号洋昌大厦805房（原庆龄大道一号）
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96号洋昌大厦807房（原庆龄大道一号）
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96号洋昌大厦905房（原庆龄大道一号）
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96号洋昌大厦1001房（原庆龄大道一号）
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96号洋昌大厦1003房（原庆龄大道一号）
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96号洋昌大厦1006房（原庆龄大道一号）
海口市秀英区国科园生活小区11栋604房（原国际科技工业园B5栋）
海口市秀英区国科园生活小区12栋602房（原国际科技工业园B6栋）
海口市秀英区国科园生活小区12栋701房（原国际科技工业园B6栋）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新桥路中行宿舍楼B幢101房
海口市南沙路33号3栋104房（原南沙路35号）
文昌市清澜圩渔港路（第一层）
东方市八所镇解放路北侧第1-2层
万宁市万城镇红专中路112号（原中国银行红专西营业用房）
万宁市万城镇人民中路（原中国银行南苑营业用房）
万宁市兴隆旅游区温泉大道北侧（原中国银行兴隆营业用房）
海口市海秀路19号首力大厦第1-2层
海口市南航路天皇大厦第一层东北角、第二层东北角

建筑面积（m2）
122.54
88.14
75.95
88.14
75.95
122.54
88.14
75.95
64.64
124.42
122.44
91.3
70.41
204.27
398

322.35
242.11
911.61
4524.07
1190.26

设计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营业
综合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办公

挂牌底价(元)
929588
690753
580942
679824
581853
947969
693045
582840
498116
959029
945359
634444
844920
2682065
4795900
2210354
4333769
7431445
92435798
20264177

竞买保证金（万元）
19
14
12
14
12
19
14
12
10
19
19
13
17
54
96
44
87
149
1849
405

国有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2HN020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位于海口、文昌、万宁、东方的20项房产，具体见下表：讣告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总编辑、党委副书记，海南广

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副董事长尹婕妤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2020年12月13日7时09分在海口不幸逝

世，享年51岁。

尹婕妤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0年12月

15日（星期二）上午9时在海口殡仪馆南海厅举行。

（联系电话：0898- 66814646、0898- 66803833；

13034928978、18689836699）

特此讣告。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

2020年12月13日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 2021-
2022年度印刷耗材招标公告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21-
2022年度油墨和PS版采购（项目编号：HNRBYSC-2020-02）由海
南日报社负责招标事宜，其下属部门海南日报社印刷厂为项目出资
人，油墨采购数量约为300吨，PS版采购数量约为20万张。具体采
购数量以合同期实际需求为准，送货地址为海口市金盘路30号。
二、投标人资格:(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二)投标人须是投标产品的生产商或生
产商授权的代理商（经销商）；(三)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三、招标文件
的获取:(一)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二)标书发
售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印刷厂五楼材料部；(三)标书
售价：￥200元/份（售后不退）；(四)每个项目保证金为：人民币贰万元
整（￥20000.00元）。四、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一)递交投
标文件截止时间：2021年1月8日10:00 时；(二)开标时间：2021年
1月8日；(三)开标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新闻大厦。联系人及联
系电话：伍先生0898-66810760 13807582120。周先生0898-
66810760 13807695952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 2020年12月14日

■ 见习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林朱辉

12月13日8时许，一声清脆的
喇叭声响起，一辆“微公交”驶入昌
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钱铁村，在村
口候车的村民韩春英赶忙起身，上
车坐稳。

王下乡地处群山环抱的霸王岭
腹地，是昌江最偏远的乡镇，加之村
道较窄，往返于县城石碌镇和王下乡
的客车只能开到三派村牙劳村民小

组。“以前，我要坐摩托车去牙劳村转
车，一路上日晒雨淋，安全更难保
障。”韩春英说，“有了‘微公交’，不仅
方便，还安全。”

“微公交”其实是一辆7座面包
车，专门往返于大炎村、钱铁村、洪水
村3个行政村和牙劳村城乡公交车
站，负责接送村民。驾车的符崖新今
年50岁，是大炎村大炎新村村民小
组长，开公交是他的“兼职”。

“王下乡很多村子客车进不来，
村民要去县城，不是骑摩托车，就是

到牙劳村转车，很耽误时间。”符崖新
说，遇上下雨天路况复杂，往返村庄
更加困难。如何让村民出行方便又
安全，也成了他最惦记的事。

2019年，符崖新偶然看到昌江
的“村村通”客车政策宣传，便立即
到客运公司咨询。“一问才知，政府
和有关部门支持在王下乡各行政村
之间开设一条‘微公交’线路，还给
予每月3500元的补贴。”符崖新说，
有了政策支持，他便将自己贷款购
买、原本计划用于创业的面包车运

营成“微公交”，打通村民出行的“最
后一公里”。

自去年10月起，符崖新便在每
周五及周日上午的8时至11时，开
着“微公交”固定往返于几个村之间，

“村民平时还可以打电话预约乘车，
我随叫随到！”符崖新说。

“前段时间我身体不舒服，打
电话给符崖新，他马上就开车到我
家门口，接我去了乡镇卫生院。”说
起符崖新的“微公交”，年过六旬的
村民林亚公很是感激，“以前没车

接送，生病了要出村，得想尽办法，
如今村里也有了公交车，心里踏实
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符崖新的“微公
交”还对村里的学生及60岁以上的
老人免票。“这样运营，还盈利吗？”面
对众人的疑问，符崖新笑道：“每月的
补贴刚好够油钱，虽然加一次油还得
跑一趟县城。但为了村民方便，不亏
钱那我就先开着。哪怕只有一个人
乘车，我也去接。”

（本报石碌12月13日电）

昌江村干部符崖新兼职开“微公交”，打通村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开进村的公交 不赚钱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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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培育壮大旅游、互联网、海洋、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等千亿级产业，持续
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磁场强
扩大海南“朋友圈”

投资兴业热的背后，是海南自
贸港磁场效应不断增强，释放出海
南独特的吸引力，让海南不断扩大

“朋友圈”。
“欢迎投资琼中”“欢迎投资白

沙”……活动中，全省各市县、重点园
区的招商队伍通过视频的方式集体亮
相，招商者诚意满满，向投资者抛出一
根根橄榄枝。

服务更专业，投资更顺畅。为加
强一线招商工作力量，不断提高招商
引资质量和成效，海南组建了66支
招商队伍，总人数达615人，专业涵
盖金融、财务、贸易、商务、法律、外语

等领域。
“从落地到注册，我们感受到了海

南速度，这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加
大在海南的投资力度。”新农创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总裁张龙表示，未来企业
将在海南打造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产
业基地和产业集群，将围绕打造“农业
4.0、第五代建筑、六次产业”做文章，
目前企业已经与海口、琼海、三亚洽谈
合作，将加快速度推动海南项目落地。

多元化、创新、免税、零关税……
活动现场，两组活动展板集中展示了
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公布以来的59项海南自贸港建设
大事记，也吸引了众多投资者驻足。

海南在建设自由贸易港过程中，
推动了《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关于海南自由
贸易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洋浦保税港
区监管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出
台。每一项举措的出台，都为吸引企

业和人才落户海南、推动产业发展、加
强政策监管打下坚实基础。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产
业上，此次签约与前几批相比，投资
产业范围更广，涵盖了文化体育、教
育医疗、融资租赁、国际清算、金融科
技、智能物流、珠宝加工等具有自贸
港显示度的领域。在规模上，此次合
计签约75个，其中央企9家，是历来
集中签约活动中最多的一次，充分体
现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和境内外投资者对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高度关注，形成了良好投资带动效
应，凸显自贸港极高的“热度”和极强
的“吸引力”。

海南速度、海南创新、海南印记，
无不释放着海南魅力，加速点燃投资
者的热情。

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截至目前，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 19.11 万户。其
中，新增企业10.12万户，较去年同期
增长169.6%，增速全国第一，海南自

贸港已经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

前景广
激发海南自贸港发展新动能

项目签约只是合作双方的新起
点，如何推动项目落地，是激发海南自
贸港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一步。

韩国宝奥普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总经理朴永信表示，此次企业和
海口江东新区签署合作协议，将在江
东新区落户加工厂。“主要是开展针对
玻尿酸、抗粘剂、膀胱炎治疗机、关节
炎治疗机、私人定制护肤品等的半成
品加工，未来加工的产品将销往70多
个国家。我们将借力自贸港发展的红
利，让项目加速落地，为本地经济发展
作贡献。”朴永信说。

哈工大升创研究院有限公司主要
侧重于海洋、航天航空、新材料、环境
保护、人工智能、大数据及智能制造等
领域的科技研发。

该公司总经理董景蕊说，十分看
好公司优势领域与建设海南自贸港的
契合之处，目前公司已经在海口、洋浦
等地成立3家公司，“今天签约的项目
将落户三亚，未来将集中研发海洋能
源、航空航天领域。”

“海南坐拥得天独厚的人文、陆地
和海洋景观资源，未来是中国和东南
亚邮轮旅游的枢纽。作为中国邮轮产
业的重要战略方向，中船邮轮看好海
南、看好三亚。”中船游轮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杨国兵表示，接下来将
按照签约协议内容加快推进项目落
地，在海南建设全运营公司，计划从邮
轮船供、邮轮游艇维修改装保障、邮轮
游艇和旅游产品的研发设计三个方面
出发，打造区域级的邮轮保障基地，完
善海南邮轮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海
南邮轮港的吸引力。

在众多的注视与期待中，海南经
济发展必将澎湃更强劲的新动能。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强磁场激发海南自贸港澎湃新动能

陵水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精准扶贫助学金

每学期1500元
每年3000元

同时还为寄宿生发放寄宿补助

每学期1000元
每年2000元

补贴政策

制图/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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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就小区内公共资源的利用达成一致意向的；已
明确筹集资金参与改造的，如业主愿意自筹一定
比例资金参与改造的、能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改造
的、原产权单位明确出资参与改造的，或通过其他
方式筹集部分改造资金共同改造的；经制定有改
造后的维修资金筹集方案、物业管理（自主管理）
方案的；已建立小区基层党组织且愿意参与改造
的；基础设施老旧程度严重的。

《流程》还提出鼓励以市场化方式引进社会力
量参与改造建设。可采取新增设施有偿使用（如
加装充电桩、电梯、停车楼、快递箱等）、落实资产
权益、物业置换等方式，充分挖掘和联动现有资
源，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增设教育、文体、养老、托
幼、医疗健康、餐饮、超市、便民市场等各类服务设
施。有条件的市县可通过租赁住宅楼底层商业用
房等其他符合条件的房屋发展社区服务。

各市县政府在环评、立项、规划、设计方案审
查及施工图审查、招标、施工报建、施工建设、竣工
验收等方面简化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手
续。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毕后，要遵循“政府主
导、业主自愿、企业承接”的原则，力争实现物业管
理全覆盖。对接管城镇老旧小区的物业企业，其
承担或协助承担的疾病防控、垃圾分类、治安联防
等社会公共服务事项，市、县级财政可给予一定资
金补助或政策支持。

我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建立优先改造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