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减”在行动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从教学楼鱼
贯而出，欢笑着奔向运动场。12月8
日上午，参与2021年海南“双减”百
日环岛行的记者抵达三亚市天涯区
槟榔小学时，正好是该校开展大课间
活动的时间，孩子们穿着黎族服饰跳
起了欢快的竹竿舞。

槟榔小学是
位于槟榔河畔的
一所乡村小学，
539 名在校生
基本都来自
周边的黎族
村庄。为了

增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该校以校园
环境、校本课程、实践活动、研学活动、
大课间活动等为载体，积极推进黎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尤其是推进‘双减’工作过程
中，学校将黎族文化融入课后服务，
在做到竹竿舞‘全员推广、每天必跳’
的基础上，又开设了黎陶技艺、黎族
乐器等特色课程。”槟榔小学校长陈
先光说，学校不仅积极发动本校教师
参与授课，还邀请了“非遗”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及民间文艺家、手艺人等走
进课堂，传授技艺、讲述历史、剖析文
化，切实提高了学生的技艺水平，激
发了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

受邀到槟榔小学教授黎陶技艺的
董小龙是黎族人，曾长期在景德镇学
艺、创作，2016年回到海南后开起了自
己的黎陶工作室。他告诉大家，黎陶

作为中国古代原始制陶的“活化石”，其
采用的泥条盘筑法、泥片贴塑法等，手
法非常原始，成品质地优良，不仅能满
足早期黎族人民日常需求，更对研究
人类手工技艺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目前能熟练制作黎陶的
人越来越少，我们不能让这门传承了
数千年的技艺就这么消逝。”董小龙
传承民族文化的热情也感染着学生
们——槟榔小学五年级学生苏佳顺
一边认真为作品塑形，一边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我报名学做黎陶，越是了
解这门技艺，就越是舍不得它失传。”

旁边刚刚用黎族乐器灼吧吹了
几首拿手曲目的学生也笑嘻嘻地凑
了过来：“灼吧也不能失传！”“对，吹
灼吧很酷，黎族文化都很酷！”“我们想
把黎陶、灼吧、竹竿舞，带出海南、带到
北京去！”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

三亚市天涯区槟榔小学将海南元素融入课后服务特色课程

黎族舞蹈全员跳 传统文化酷出圈

本省新闻 2021年12月9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吴维杨 美编：张昕 检校：卫小林 原中倩A05 综合

■■■■■ ■■■■■ ■■■■■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李京赟

12月8日，省人社厅正式发布《海
南省事业单位特设岗位设置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在海南自贸港建
设蓬勃展开，各类市场主体和人才竞相
涌入的大背景下，我省缘何此时出台
《办法》？其中都有哪些政策要点？省
人社厅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解读。

据介绍，我省在建立事业单位岗
位设置管理制度之初就规定，根据事
业发展和工作需要，事业单位可申请
设置特设岗位，为引进紧缺急需的高
层次、高技能人才打开“绿色通道”，但

因缺乏具体操作办法，各事业单位对
特设岗位的理解和把握尺度不一，使
得这项制度难以真正落地。因此，为
更好地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吸引
人才、用好人才的需要，有必要建立常
设岗位为主、特设岗位为辅的岗位设
置管理制度。

《办法》主要有五大政策要点，首
先，明确特设岗位的定位。特设岗位
是经批准在事业单位设置的非常设工
作岗位，通过“一个突破，三项控制”来
突出这个定位。“一个突破”体现特殊
支持，允许突破单位常设岗位总量、最
高等级和结构比例。“三项控制”体现

特殊管理，一是条件控制。特设岗位
任职条件必须不低于常设岗位，常设
岗位有相应空缺的，一般不得设置。
二是比例控制。按不超过单位常设岗
位5%设置数量上限，保证岗位设置
的有序性，在合理范围之内突破常设
岗位限制。三是聘期控制。特设岗位
一个聘期一般为3年，最长不超过5
年，聘用不超过两个聘期。

其次，明确适用范围。《办法》明确，
特设岗位一般在以专业技术提供社会
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中设置，主要设置
在专业技术岗位的主系列，也可在主要
技术工种的工勤岗位中设置。

再次，明确适用条件。为体现特
设岗位的特殊性，《办法》明确了3个
条件，满足一个条件即可以特设岗
位。海南省人才认定标准，研究项目
课题需要，在本行业、领域产生较大影
响等，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事业单
位特设岗位需求。

第四，明确设置管理要求。特设
岗位的核准设置实行分级负责，按隶
属关系由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
部门核准设置。专业技术二级特设岗
位由省里统一核准。特设岗位设置
后，事业单位应与特设岗位拟聘人员
订立聘用合同，建立正式的人事关系，

执行国家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政策。
最后，建立退出机制。特设岗位人

员一般参照常设岗位的聘期，设置为
3-5年，可设置两个聘期，聘用期满单
位应及时核销特设岗位，在核定的岗位
结构比例内按规定进行聘用和管理。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说，各级事
业单位要将特设岗位的设置管理工作
作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内
容，从促进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出
发，合理设置和使用特设岗位，充分调
动特设岗位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解读《海南省事业单位特设岗位设置管理办法》

合理设置和使用特设岗位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海南作家获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本报讯（记者陈奕霖）第33届“陈伯吹国际
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12月8日下午在上海举
行，10部作品获得年度图书（文字）奖，海口市文
联副主席、作协主席张品成的新作《最后的比分》
榜上有名。

据介绍，《最后的比分》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红军
题材的长篇小说。该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苏区的
一场足球赛作为切入口，描绘了红色革命岁月的激
情、理想、奋斗与牺牲，题材新颖，叙事独辟蹊径，生
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精神气质和风貌。

据悉，“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前身是设
立于1981年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张品成的
红色题材小说《赤色小子》曾荣获1995年的“陈伯
吹儿童文学奖”。

琼中女足中乙联赛两连胜
提前进入8强

本报海口12月 8日讯 （记者王黎刚 李梦
瑶）2021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大学生女足联赛
暨中国足球协会女子乙级联赛12月8日在福建
漳州开始了小组赛第二轮的角逐。海南琼中女足
队再接再厉，11：0大胜内蒙古大学队，以两战全
胜、进16球、不失一球的成绩提前闯进了8强。

这场比赛海南琼中女足队迅速进入了状态，
开赛不到10分钟就进球。内蒙古大学队实力不
弱，上一场，该队5：0大胜云南农业大学队。海南
琼中女足队上半场实施前场紧逼围抢战术，没有
让内蒙古大学队组织起像样的配合。下半场，海
南琼中女足没有因为大比分领先而懈怠，主教练
陈婉婷走马换将，让多名球员上场感受比赛气氛。

本次联赛共有16支球队参加，获得本次联赛
前两名的球队将赢得2022年女甲联赛的入场
券。小组第三轮比赛，海南琼中队将对阵云南农
业大学队。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李京赟）省人社厅 12
月 8日发布《海南省事业单位特设
岗位设置管理办法》，该办法适用于
我省已实施岗位设置管理制度的事
业单位。根据该办法，特设岗位是
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经批准在事业
单位设置的非常设岗位，主要用于
事业单位引进各类“高精尖缺”人才
以及聘用在本行业、领域做出突出

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不受本单位
常设岗位总量、最高等级和结构比
例限制。

特设岗位一般在高校、公立医
院、科研院所等以提供专业技术服
务为主的事业单位中设置，主要设
置在专业技术岗位的主系列。根
据装备制造、工程施工、农林生产
等特殊需要，也可在主要技术工种
的工勤岗位中设置。事业单位相

应常设岗位有空缺的，不得申请特
设岗位。

设置的专业技术特设岗位数量，
原则上不超过经核准的本单位专业技
术岗位总量的5%，且最多不超过50
个；在技术工种岗位类别中设置的特
设岗位数量，原则上不超过经核准的
本单位技术工种岗位总量的5%，且
最多不超过10个。

特设岗位的任职条件不应低于

本单位或本行业相应常设岗位的任
职条件。实行职业资格准入的岗位，
其任职条件应包括准入控制的要
求。特设岗位设置的级别一般应根
据岗位需要和拟聘用人选的职务或
职称确定，对于引进的外国人才或留
学归国人员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
式予以确定。

事业单位无相应空缺岗位，并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申请设置特设岗

位：引进达到我省高层次人才（A、B、
C、D、E类）认定标准的人才；承担国
家或省重大研究项目（课题），引进急
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
在技术攻关、科研创新、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在
本行业、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专业技
术人才。

本办法自2022年 1月 1日起施
行，有效期5年。

我省出台事业单位特设岗位设置管理办法

“高精尖缺”人才不受本单位常设岗位总量等限制

儋州买农机可获补贴
连续补贴3年，补贴最高达40万元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
韦斌）儋州市近日出台2021至2023农机购置补
贴实施方案，从今年起至2023年，对农机购置给
予补贴，大型甘蔗收获机单机补贴最高达40万
元。最大限度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带动作用，
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

儋州市范围内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含农牧
渔、地方农场、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中
农业生产经营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
组织，购置农机可获补贴。一般机具单机补贴不超
过5万元；烘干机单机补贴不超过12万元；100马力
以上拖拉机、高性能青饲料收获机、大型免耕播种
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水稻大型浸种催芽程控设备、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机具等，单机补贴不超过15万
元；200马力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不超过25万元；
大型甘蔗收获机单机补贴不超过40万元。

当建筑突发大火时，他们扛着灭火设备奔赴
现场；当洪水冲垮路桥时，他们乘舟跨江河，去救
助被围困的群众……在很多灾害事故险境中，总
有身着“火焰蓝”的消防救援队伍冲锋在前，救民
于水火，救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量。

农国切，就是这群危急时刻冲锋在前的“火
焰蓝”中的一员。他是洋浦经济开发区消防救援
支队新英湾消防救援站分队长，也是全国应急管
理系统先进工作者，他参加工作12年以来，始终
坚持战斗在消防救援第一线，先后参加灭火救援
行动100余次，抢救遇险群众100余人，疏散受灾
群众1000余人，用汗水书写了一名消防员的壮
丽青春。

2020年7月，洋浦经济开发区消防救援支队
接到一起电火灾报警，时任新英湾消防救援站特
勤分队分队长的农国切，接到警情后带领队伍迅
速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农国切发现，有一名
男子手持砍刀劫持一个孩子，威胁阻止消防救援
人员靠近救火。

“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会砍到小孩还是会砍到
我，但是必须先把小孩救出来。我先用右手把小
孩和持刀男子拨开，左手顺势把持刀男子推倒。”
农国切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觉得很惊险。

在12年的消防救援生涯中，农国切经历过
多次危急时刻，每次他都义无反顾地冲锋在前
线。2013年10月，洋浦某浆纸厂成品纸露天堆
垛发生火灾，火势凶猛，农国切和其他消防队
员，坚持战斗在火场第一线，直至火情结束。
2014年7月，超强台风“威马逊”在海南登陆，强
降雨致使洋浦经济开发区部分区域陷入一片

“汪洋”，万宅村街道民房被淹。时任战斗班班
长的农国切主动请战，顶着狂风暴雨成功疏散
全部遇险群众。2015年5月，洋浦经济开发区
某石化公司装置发生火灾，在装置随时可能发
生爆炸和坍塌的高危环境下，农国切担任水枪
手，顶住高温高压、高辐射热，战斗在第一线长
达2个多小时。

在一次次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在一次次血与
火、生与死的考验当中，农国切始终冲锋在前。

“当自己穿上这身‘火焰蓝’，成为一名消防员，使
命和责任让我们奋勇向前，因此在危急时刻我并
没有害怕，这是我作为消防员长期训练出来的果
敢。”农国切说。

无论是面对火焰还是刀锋，这位消防战士都
表现坚硬果敢，毫不畏惧。但是在面对妻子，以
及2岁多的女儿时，农国切则柔情无限。“虽然家
也在洋浦，由于工作需要，我每个星期大概也只
能回家两次，家里大小事情都靠妻子忙碌，内心
还是有些愧疚。”

农国切不仅肯吃苦，能坚忍，而且平时还爱
钻研业务，提升消防装备操作能力。比如消防站
多次接到过马蜂窝的警情救助，农国切在总结多
起摘马蜂窝警情时发现，马蜂窝摘除后还有很多
马蜂成为“漏网之鱼”到处乱飞，周边路过群众极
易被蜇到。通过不懈的努力研究，他研发了轻
便通用的烧蜂器，提高了摘马蜂窝的效率
和安全系数。

近期，农国切调任洋浦经济开发
区海陆特勤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分
队长，主要负责石化工程区内的消
防救援工作。“现在出警少了，但责
任反而更重了，一出警可能就是重
大险情。”农国切说，新岗位、新责
任，他会继续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做
好本职工作，用实际行动彰显“火焰
蓝”奋发向上的风貌。

（本报洋浦12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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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第一涉外民商事法庭
推出协议管辖示范条款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白玉琳）12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为进一步贯彻《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司法服
务和保障的意见》精神，在参考国际商事仲裁、新
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等示范条款的基础上，海南第
一涉外民商事法庭于日前起草制定了《海南第一
涉外民商事法庭协议管辖示范条款》。该条款于
12月6日经海南一中院审判委员会通过。

据了解，根据该协议管辖示范条款，即使某一
审涉外民商事纠纷与我国司法辖区无实际联系，
但在不违反级别管辖的前提下，当事人亦可协议
选择海南第一涉外民商事法庭进行管辖。

据悉，该条款旨在以更开放的姿态探索涉外
审判机制，提升海南自贸港国际司法竞争力，营造
更加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促使海南成
为外商投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优选地”，推动
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

全国帆板锦标赛海口收帆

海南队李蔚
获男子帆板场地赛冠军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王黎刚）12月8
日，“中国体育彩票杯”2021年全国帆板锦标赛暨
全国青年帆板锦标赛在海南海口西秀海滩收帆。
福建队的黄震和广东队的郑曼佳分别获得男、女
水翼帆板场地赛冠军。海南队李蔚夺得男子帆板
场地赛冠军。

在男子帆板场地赛中，海南选手李蔚和浙江
选手刘运生一直争夺至最后一轮。刘运生率先冲
线，李蔚获得第三。但是在总积分榜上，李蔚凭借
此前的优势，最终以3分的净总分战胜刘运生，夺
得本次比赛的冠军，刘运生获得亚军，海口队的邓
经科获得季军。在女子组中，浙江名将史红梅依
靠稳定的发挥在场地赛中夺冠，海南选手黄燕结
和福建选手钱闽瑶分获亚军和季军。

本次全国帆板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板锦标
赛，是进入新的奥运周期和全运周期的第一次全国
大赛。本次比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

三亚槟榔小学竹竿舞特色课程展演。

⬅
学
生
展
示
创
作
的
沙
瓶
画
。槟榔小学学生在演奏黎族乐器灼吧。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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