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住址为海口市

年龄范围在18岁至59岁之间
主要对象为消博会服务保障人员、在校师生
住宿餐饮零售等服务业人员等

预计3月-4月接种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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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12月28日起
海口市开展首批重点人群接种工作

截至今年2月底
已累计完成重点人群约9万人的两剂次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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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69个新冠疫苗固定接种点

扩增至全市155个
在高校、企业等设置临时接种点

单日最大接种量可达2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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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张
惠宁）海南日报记者2月28日从海口
市卫健委获悉，自3月1日起，海口市
启动下一阶段重点人群的疫苗接种工
作，并根据疫苗供应情况逐步推进普
通民众疫苗接种工作。

据海口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疫苗接种是控制传染病流行的最
有效、最经济的手段。海口市自2020
年12月28日起开展首批重点人群接
种工作，截至今年2月底，已累计完成

重点人群约9万人的两剂次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接种不良反应发生率极低，
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得到有效验证。按
照国家和省卫健委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安排，自3月1日起，海口市启动下一
阶段重点人群的疫苗接种工作，并根
据疫苗供应情况逐步推进普通民众疫
苗接种工作。

据介绍，本次新冠疫苗接种对象
为：现住址为海口市，年龄范围在18
岁至59岁之间，主要对象为消博会服

务保障人员、在校师生、住宿餐饮零售
等服务业人员等，预计3月至4月完
成50万人的疫苗接种工作。

为满足下一阶段接种工作需要，
海口市通过调配力量、优化布局，将原
69个新冠疫苗固定接种点扩增至全
市155个接种点，并在人员较为集中
的高校、企业等设置临时接种点，单日
最大接种量可达2万剂。

本次新冠疫苗接种主要通过网络
预约形式开展，前期主要面向重点行

业重点人群开放预约，在满足重点人
群接种需求的基础上，逐步开放个人
预约。按下一阶段重点人群接种工作
要求，前期通过各行业主管部门、各单
位报送的重点人群名单已列入预约信
息库，相关人员在接收到预约提醒短
信后即可进行网络预约。目前个人预
约部分尚未开放，请各位市民耐心等
待，如开放个人预约将第一时间向各
主要媒体发出公告，请广大市民留意
后续通知。

为提供便捷、高效的接种服务，相
关重点人群可通过指定的网络平台自
由选择接种点、接种时间，预约成功
后，凭预约成功码并携带个人有效身
份证准时前往预约的接种门诊进行接
种。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
新冠疫苗接种相关费用由政府承担，
个人无须支付费用。接种对象在接种
前须详细了解疫苗作用、禁忌症等相
关事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才能进
行接种。

在满足重点人群需求基础上逐步开放个人预约

海口预计5月前为5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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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媛媛

春节前接到了3月的育儿嫂订
单，一笔业务就能挣1.2万元，48岁的
蔡敏静至今仍不敢相信，月入过万的
梦想即将成为现实。

作为一名“定安护工”，蔡敏静的
从业时间并不长。去年5月，蔡敏静
偶然得知县里要举办免费的家政类
技能培训，抱着“试一试，学点本领”
的心态，她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培
训，可她并没有想到，这次学习机会
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在定安土生土长的蔡敏静，家庭
条件并不宽裕。“小时候家里穷，自己
很早就辍学进入社会，这些年一直靠
打零工糊口，一个月也就千把块收
入。”谈起过往，蔡敏静坦言，身边不

少姐妹都有同样的经历。
“专项调查后我们发现，全县大多

数贫困家庭通过劳务转移实现就业，
其中不少从业人员为女性。”定安县就
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郑磊介绍，受限于
文化水平，缺乏职业技能，她们的就业
形式主要以技术含量不高的灵活就业
为主，收入不稳定，待遇也不高。

“同时我们还发现，家政类职业
普遍收入较高，且市场需求量大，这
也成为我们最终决定打造特色劳务
品牌‘定安护工’的‘定心石’。”郑磊
解释道。

自2018年起，定安启动并逐步加
大“定安护工”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培
训人数由最初的每年一两百人增加至
2020年的上千人，通过培训提升农村
人口技能，点对点对接保障就业，渐渐

形成了一条特色劳务品牌产业链。
正是通过这个机遇，蔡敏静接触

到专业的育儿、月子护理培训，并获
得专项技能证书。她回忆道，给自己
上课的老师不但专业能力强，还手把
手指导，一步步带着大家实操。一个
月的培训不光让蔡敏静学到本领，更
激发了她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每天回
家她都会拿出笔记温习，没有模型就
自制布娃娃进行巩固训练。

凭借专业的技能和贴心的服务，
短短半年，蔡敏静就从刚开始的普通
家政服务从业者，成长为一名平台认
证的金牌育儿嫂，月薪也从最初的
4000元涨到万余元。“这都多亏了咱
们定安县提供的培训和就业机会
啊！”蔡敏静笑着说。

数据统计，从2018年至今，已有

2300多名定安妇女像蔡敏静一样，
通过“定安护工”劳务品牌打造，获得
系统的家务操持、老人护理、母婴照
料、产妇催乳等培训，其中2100多人
通过能力考核获得相应资格证书，走
向全省各地提供服务，从业后平均月
薪6000元以上。在省内各大家政公
司接单量和服务量排名中，“定安护
工”也稳居前列，品牌口碑和影响力
逐步显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郑磊
表示，“定安将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
发展契机，擦亮‘定安护工’这块金字
招牌，让‘定安护工’既能‘走出去’又
能‘叫得响’，在不断探索品牌特色化
过程中，为农村培养一批批高质量技
能人才，助力定安乡村振兴。”

（本报定城2月28日电）

3年多来，“定安护工”品牌让2000多名妇女实现致富增收

精心呵“护”金字招牌见实效

2021年海南中考
报名工作将启动
部分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
享受报考地户籍考生待遇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省考
试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1年我省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报名具体事宜。根据通知，部分引进高层次人
才子女享受报考地户籍考生待遇。

通知明确，学籍在我省初中学校的八、九年级
在读生，由学籍所在学校统一组织网上报名。学
生用户（仅开通九年级学生）登录修改本人信息时
间为3月4日至7日；学校和市县（单位）中招办用
户登录修改信息时间为3月8日至31日。非我省
初中学校就读、符合我省报名条件的其他考生（包
括补考生物、地理的考生）实行网上报名，不接受现
场报名。在我省的华侨学生、港澳台学生、外国籍
学生在居住地所在市县（单位）中招办报名。报名
时间为3月8日至31日。

已调入我省工作且被用人单位聘任5年以上
的，被我省认定为A、B、C、D、E五类高层次人才，
其子女户籍和学籍未转入我省的，中考报考时在
其聘用单位所在市县教育局招生部门报名参加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并享受报考地户籍考生待遇。

省考试局提醒，因学籍在省外没有参加八年
级生物、地理考试的我省户籍九年级学生，或休
学、留级生以及往届生需同时报名参加今年生物、
地理考试。

海口“滨海新天地”房产项目
涉嫌违规销售被立案查处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张期望）“买房
要加价”“不要车位房子不卖”“可以帮不具有购房
资格的购房人办手续”……近日，海口“滨海新天
地”房产项目涉嫌价外加价、捆绑销售等一系列违
法违规行为经媒体曝光，海口多个部门立即深入
项目现场展开调查。

目前，相关部门已对“滨海新天地”房产项目
开发单位海南鑫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代理
公司海口上策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和海南港中原
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涉嫌价外加价、捆绑销售、虚假
宣传、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
案调查。对网传“资深顾问”任某某失联的事情，经
查证，该销售员确为海南港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员工，并非开发单位及销售代理公司所称为个体销
售，执法人员已与其本人谈话并确认身份。

据了解，相关部门已于2月24日关闭该项目
网签系统限制销售；已要求开发单位停业整改：对
海南港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海口上策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两家销售代理公司下达整改通知
书，逾期未整改将给予重罚；已进场对该项目销售
台账予以核查，如构成偷漏税收违法行为的，将依
法予以严厉打击；对该项目涉嫌骗取购房资格行
为进行深入调查，如构成犯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依据该项目违法违规查处情况将涉及企业列
入“海口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在“信用中国（海
口）”网站公开曝光。

海口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市坚决
落实“房住不炒”的定位，按照海口市委市政府关于
房地产调控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做好海口房地产市
场调控工作，用最大的决心和力度开展房地产市场
整治。海口将于近日展开全市范围的专项整治行
动，坚决打击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并欢迎广
大市民群众关注并积极提供线索证据进行举报。

陵水出台十五条措施

激励村干部
担当作为

本报椰林2月28日电（记者李
梦楠 通讯员黄艳艳）为进一步做好
2021年村级组织换届工作，通过换届
组建一支有担当、有作为的村干部队
伍，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起草制定
《关于激励村干部担当作为的十五条
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围绕5方面
内容提出15条具体措施，《措施》计划
于7月1日起（换届完成后）执行。

《措施》提出，在建立村干部能上
能下机制方面，实行职务试用期和任
期制制度，健全村干部量化考核制度，
加强村干部管理，建立村干部“大储
备”制度等4项具体措施；在健全村干
部待遇保障机制方面，严格落实基本
保障，实行考核绩效奖励，设立人才专
项补贴，健全保险保障制度等4项具体
措施；在完善村干部关爱帮扶机制方
面，提出了加大政治关怀力度，完善生
活关爱制度和建立心理疏导机制等3
项具体措施；在规范村干部日常管理
制度方面，提出了规范兼职管理和规
范集体经济奖励报酬等2项具体措施；
在加强组织领导和宣传引导方面，要
求各单位各司其职落实各项措施，加
大宣传力度，引导各类人员下乡创业。

其中，为破解村“两委”干部特别
是村委会干部辞退难等问题，《措施》
提出实行辞职承诺制。实行负面清
单，从政治思想、制度执行、工作业绩
等方面制定辞职承诺的适用情形，强
化村干部的考核管理。

此外，《措施》还提出要增设村集
体经济奖励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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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工程项目：土方开挖、基坑支护、人

防、基础桩、工程桩检测、主体结

构。有意联系:0898- 63288519/

13876331861。登陆www.hngua

nheng.com下载招标文件。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减资公告
海口仁禾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议决定，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一百万圆整减少至人民币拾万圆
整，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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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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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国家开放大学 海南开放大学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一所百姓身边的新型大学

学知识 强素质 拿文凭 交朋友
海南开放大学是海南省人民政府举办的本科成人高等学

校。教学点布及全省各市县,免试入学，工作学习两不误，是成人
本、专科学历教育优选；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
注册，国家承认学历，本科可授予学士学位。

开设专业类别：文史、财经、理工、旅游
◆校本部咨询电话：66115373、66211011
◆地方学院咨询电话：文昌学院（含定安）63299166，琼海学

院（含万宁）62819613，三亚学院88214928，东方学院（含昌江、
乐东）25583266，儋州学院（含洋浦）23588485，五指山学院（含陵
水、保亭、屯昌、琼中、白沙）86623720，精英职业学校(海口琼山)
31329729，智天下职校（海口秀英、临高）18789917890，旅经贸
学校（海口龙华）66987577，退役军人学院（退役军人项目）
13976571515。

◆校本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开放大学
远教大楼14楼1404招生就业处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3月24日

受司法摇号后委托拟拍卖“三亚海螺姑娘资产及土地使用权”项
目、现将有关信息推介如下：一、拍卖项目概述：项目位于三亚吉阳大
道219号《海螺姑娘文化园项目》，紧邻三亚“和鸿假日”小区、亚龙湾
高铁车站，地理位置优越。《土地使用权证书》记载占地面积为：
35238.19平方米。根据2020年4月22日发布的《三亚市人民政府关
于<三亚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的批复》，将该项
目（土地号码B9-4）号土地修编为商住用地（其中商业为60%，住宅
为40%）。上述批复显示，该项目规划土地性质为商住混合用地。目
前容积率为：1.5（如需要调整容积率需要符合相关部门规定）。二、该
项目现状介绍：一期已建设完成《海螺馆》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土
地现状性质为工业用地。三、拍卖方式：整体净价拍卖参考价约0.8
亿元人民币起。四、项目相关参考资料网站：www.sanyawanmei.
cn。联系方式: 18976212356 刘先生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日

三亚《海螺姑娘》项目拍卖信息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人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生效之日起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关手续。该宗地建设严格按
照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南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
（琼建科[2019]137号）执行。(二）开工时间：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6个
月内开工。

三、竞买事项：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报名参加竞买，
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
供的相关文件。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1)只可单独竞买，不得联
合竞买；(2)同一竞买人只能提交一次竞买报名（同一法定代表人视为
同一名竞买人，网上报名名称与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名称必须一
致）。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
牌出让活动：(1) 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
正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
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3) 失信被执行
人。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
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3、申请人可于2021年 3月3日8:30
（北京时间）至2021年 3 月 30日 17:00（北京时间）到海口市万恒路
南方明珠海晨园C4栋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
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
求报名参加竞买。4、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3月30日

16:00（北京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3月30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
资格（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5、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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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6、挂牌时间：2021年3月
22日8:30至2021年4月1日10:30（北京时间）。7、挂牌时间截止
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
定竞得人。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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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该宗地属新增国有建设用
地，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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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该宗地周边可以满
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
工开发所必须条件；该宗地已列入我市今年度非农建设用地供地计
划。10、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
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11、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国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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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林小姐；联系电话：0898-23883393、65758889；
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3月 1日

地块名称

那大镇城西片区控
规D0111号地块

宗地面积

11148.7平方米
（16.723亩）

土地用途

教育
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8；建筑密度≤30%；
建筑限高≤24米；绿地率≥40%。

挂牌起始价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444.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892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21〕5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市那大镇城西片区控规D0111号地块11148.7平方米（16.723亩）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书画展讯
“珠崖碧绿缤纷艳·南天锦绣祥云飞——中国当代大师

书画展”活动将于2021年3月3日至3月14日在海南省博

物馆一号展厅举办，活动由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展览

展示艺术委员会主办。本次展览将展出如下书画家的作品

（按年龄排序）：刘文西、爱新觉罗·启骧、田雨霖、刘玉楼、许

峰、崔森茂、郭石夫、吴悦石、龚文桢、张飙、王西京、李洪海、

李胜洪、邢少臣、马海方、贾广健、路洪明等。让书画通过它

特有的方式彰显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开幕式

时间2021年3月3日上午十点，在海南省博物馆一层攀丹

书院。

废旧路灯设备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3月9日上午10时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采用网络拍卖的方式举行拍卖
会，公开拍卖废旧路灯设备一批，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
的物：报废的废旧路灯设备一批。二、起拍价：人民币217,923.00
元。三、竞买保证金：人民币80,000.00元。四、标的物展示地点：海
南省三亚市凤凰路180号。五、标的物展示时间：2021年3月1日至
2021年3月5日。六、竞买人资格要求：具有废旧物资回收、废旧金
属材料回收、二手设备回收等相应经营范围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
报名参加竞买。七、竞买人报名及竞买保证金交纳时间：自公告之日
起至2021年3月8日17时止，逾期不予办理报名手续。竞买人报名
时须交纳足额竞买保证金人民币8万元（收取竞买保证金账户户名：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农行海口龙昆支行；账号：
21139001040001861）并提供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相关
材料（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扫描后按要求上传至中拍平台，并发送至
我公司电子邮箱，邮箱地址：hnjdpm@163.com）。有意竞买者，须在
2021年3月8日17时前按本公告及中拍平台的相关要求在中拍平台
报名参加竞买。咨询电话：0898-66825575 13876355557马先
生。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321号海南现代美居
生活物流园（二期）A区11层。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88869083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日

本报石碌2月28日电（见习记
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
钟玉莹）2月27日上午，昌江黎族自
治县组织今年首批503名农村务工
人员，搭乘免费“农民工就业直通车”
赴粤务工。

此次外出务工人员主要前往广
东省广州、深圳、东莞、中山等地企业
务工，其中脱贫人口共有75人，拉开

了该县2021年“点对点、一站式”劳
务输出工作的序幕。

为组织好此次跨省务工活动，昌
江通过建立农民工务工需求摸排机
制，先后深入各乡镇、村委会指导务
工带头人，对农民工务工需求进行摸
排，并采取“以老带新”的方式，发动脱
贫人口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

县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关定梅

表示，希望外出务工人员能有稳定的
就业渠道，增加收入，带动周边更多
人外出务工。同时也希望他们把在
外学到的知识、创造的财富带回家
乡，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近年来，昌江努力打造跨省劳务
输出的务工品牌，通过建立“点对点、
一站式”就业服务机制，充分发挥昌
江广东务工服务站作用，与广东省各

大用工企业精准对接，采取“自主选
择+科学引导”的模式，帮助务工人员
安心就业。

据介绍，为进一步拓宽农村劳动
力的务工渠道，昌江还将陆续举办线
上招聘活动和线下招聘会，为农村富
余劳动力等重点人群带来县内外企
业的用工信息，促进农村劳动力稳岗
就业、务工增收。

搭乘“农民工就业直通车”，昌江今年首批503人赴粤务工

精准对“接”劳务输出有实招

村（社区）“两委”换届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