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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海南）国际
新能源汽车拉力赛落幕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王
黎刚）“中国体育彩票杯”2021中国
（海南）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 12
月 9日晚在海口落幕。经过7天环
岛角逐，途经9市县，各项目获奖者
出炉。

最终，李嘉怡/张晓获环岛集结
赛个人组第一名，她们还获得环岛
集结赛巾帼杯；朝阳轮胎队获得环
岛集结赛车队组第一名；娄焯一/从
江坤获得儋州站场地障碍赛第一
名；刘文/陈泽俊获得儋州站城市集
结赛第一名；常凌云/王坦取得海花
岛徒步定向赛第一名；吴请韵/王明
星获得首战集结赛个人第一名；刘
涛/马芷荟获得最佳新人；百年名匠
车队获得最佳风采车队；锐驰莱德
车队为最佳新锐车队。

儋州举行
老干部工作开放日活动

本报那大12月10日电 12月10日上午，儋
州市委组织部在和庆镇美万新村举行老干部工作
开放日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展示儋州市在加强老干部思想
政治建设、改进离退休老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引导
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等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加强老
干部工作经验交流。本次活动得到省委组织部指
导，西部市县协办，约160人参加活动。（吴文生）

刘锦纷被授予
海口市荣誉市民称号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习霁鸿）12月
10日，海口市举行荣誉市民称号授予仪式，向海
南省首批“好医生”刘锦纷颁发荣誉市民证书。

刘锦纷，上海人，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儿童医学中心院长，现任上海市小儿先天性心脏
病研究所所长，于2017年被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柔性引进到儿童心胸外科工作。

在他的带领下，爱佑慈善基金会和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省妇儿中心共同合作开展的“爱佑济困
海星计划”先心病医疗救助项目于2018年正式启
动。截至目前已完成500多例先心病手术，开创了
多项省内第一例手术，填补了多项省内空白，使先
心病患儿完成手术后恢复到接近或达到正常人的
生活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实现海南省

“先心病患儿救治不出岛”的目标作出了突出贡献。
据了解，获得海口市荣誉市民称号的人士将

受邀参加海口市举行的重大庆典等活动，享受贵
宾礼遇。在海口市停留期间，享受有关部门和单
位提供的便利和服务，同时还可享受海口市政府
规定的其他礼遇和优惠待遇。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傅
人意）近日，海南省发展改革委、海南
省教育厅印发《关于明确我省部分市
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
费标准相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引起社会高度关注。12月10
日，海南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就
《征求意见稿》制定目的、定价依据、
收费项目、班型区分等热点问题进行
权威解读。

海南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制定海南省学科类培训机
构政府指导价，有利于遏制培训机构
过度逐利行为，促进其公益属性的回
归；有利于降低过高的校外培训收费
标准，切实减轻学生家庭教育支出经
济负担；有利于增强校外培训收费透

明度，更好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关于加强义
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
管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义务教育阶
段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
属于非营利性机构收费，依法实行
政府指导价管理，由政府制定基准
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并按程序纳
入地方定价目录。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线下学科类
校外培训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
度，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教育部
门制定，或经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由地

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线上学科类
校外培训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
度，由培训机构办学许可审批地省级
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制定。
各地制定的浮动幅度，上浮不得超过
10%，下浮可不限。培训机构在政府
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内，
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海南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经省政府同意，海南省将义务
教育阶段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
训收费纳入海南省定价目录。授权
海口市、三亚市、三沙市、儋州市人民
政府自行制定本市辖区内线下学科
类校外培训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
幅度；其他市（县、自治县）线下学科
类及全省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基

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由海南省发
展改革委会同省教育厅制定事项。

关于班型区分，根据国家部委下
发的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海南省当前
校外培训机构的实际，海南省主要是
区分线上和线下以及不同班型，分类
制定标准课程时长的基准收费标
准。班型分为10人以下、10人至35
人、35人以上三种类型。标准课程
时长，线上为30分钟，线下为45分
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比例进行
折算。

该负责人介绍，关于基准价制
定过程，2021年8月，海南省发展改
革委对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收费情况进行了调查摸
底。10月，按照国家部委明确的校

外培训机构成本组成，海南省发展
改革委对16个市县（含洋浦）244家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成本调
查。“依据成本调查结果，统筹考虑
我省部分市县经济发展水平、学生
家庭收入和可承受能力等因素，初
步形成了我省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
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目前已向社
会征求意见。随后省发展改革委将
会同省教育厅，综合各方面意见，研
究制定我省部分市县义务教育阶段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收费标准。”该
负责人说。

另据透露，近日，海口市、三亚
市、三沙市、儋州市将根据各自成本
调查结果等因素，制定当地的收费标
准和浮动幅度，并向社会征求意见。

“双减”在行动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暖阳斜射，嫩绿的菜叶上，露珠
盈盈闪光；微风轻拂，孩子们用手中
的画笔描绘诗意田园……

12月 10日上午，2021 年海南
“双减”百日环岛行记者来到儋州市
白马井镇藤根小学时，教学楼后的

“七彩园”处处是景——小桥流水旁，
孩子们向欢腾的鲤鱼抛下食物；种植
园地里，孩子们熟练地除草松土，不
时因为刨出一个饱满的地瓜发出惊
喜的喊声。

藤根村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在900余年间积淀了深厚的农耕
文化。2017年起，藤根小学传承农
耕文化、巧用身边资源，启动田园课
程改革实践，在省、市两级教培院的
指导下，师生一齐动手设计并打造了
田园课程基地。

“双减”工作推开后，这片小小的
“七彩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课
堂教学、特色作业、课后服务等环节，
为师生提供了最鲜活、最灵动的教学
和实践场所。

“刚开始实施田园课程时，很
多家长不理解甚至指责老师，‘我
们把孩子送到学校，是来学知识学
文化，而不是给你们种菜的。’”藤
根小学教师李伟说，实际上，该校
的田园课程，不仅能作用于劳动教
育，更能与各个学科内容深度融
合，引导学生在实景观察、亲身体
验、探求未知等过程中掌握知识、
习得技能，为学校在“双减”背景下
打造高效课堂、推进作业设计发挥
了重要作用。

藤根小学教导主任林柏以语
文学科为例，“七彩园”里的景物随
着节气不断变化，就像源源不断的

长流水，为学生提供了观察、体验
和想象的丰富素材，班级里收上来
的种植日记每天都有新鲜事，有学
生描述刚刚收获的花生“用手一捏
就发出清脆的笑声”，有学生描述
刚刚成熟的水稻“像是披上金黄色
的外套，被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
腰”……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藤根小
学五年级学生正在上数学课，只见
他们拿着卷尺和纸笔，一边测量被
设计成圆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
的菜圃，一边记录数据并进行运
算。林柏说，数学学科中的平面图
形、方阵问题、比例应用、表内乘除
法等问题，都能在“七彩园”中找到
可操作、可体验的元素，抽象的数
学概念、定义和公式顿时变得生活
化、可视化了。

紧密围绕“双减”工作要求，藤

根小学每月开展一次全校教研、每
周开展一次学科组教研，力争把田
园课程更充分地运用到课堂增效、
作业设计中。

变化在学生中间悄然发生，藤根
小学的学生家长们发现，开始“种菜”
后，孩子的成绩不降反升，回到家里
还会主动承担家务，提醒家人“一粥
一饭当知来之不易”。家长会上，质
疑的声音少了，支持的声音多了，有
的家长带来农家肥，有的家长搬来豆
角架……

“我们怎能不支持？田园课程
开展以来，特别是‘双减’工作启动
后，孩子们的负担少了、书包轻了、
笑容多了，我们都看在眼里。”藤根
小学学生家长郑春菊笑声爽朗，坐
在“七彩园”里教孩子们唱起了儋州
调声。

（本报那大12月10日电）

儋州藤根小学把田园课程融入教学、作业、课后服务全过程

课堂搬进田园 劳动收获成长

儋州藤根小学教师李伟在“七彩园”里给学生授课。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乡村振兴先锋榜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大伙忙乎了两个月，现在大棚
种植进入收尾工作，预计明年3月又
能陆续迎来收成！”12月9日，在白沙
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新高峰村占地
160多亩的菌菇种植大棚里，该村驻
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古
海明难掩兴奋地说。

作为生态搬迁村庄，2020年底，
为助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
位于鹦哥岭腹地的白沙南开乡原高

峰村实施整村搬迁，全村118户从偏
远的山区搬至距离白沙县城4公里
多的牙叉镇新高峰村。

“搬出大山，住上新房子，可不
能让村民们等闲过日子，更要想法
子鼓励大家发展新产业，才能更好
地加快乡村振兴的步伐。”古海明介
绍，搬入新村第一年，在有关部门的
帮扶下，该村以“政府+企业+村集体
经济+农户”的产业模式，建起占地
约50亩的菌菇种植基地，并选种红
托竹荪这一菌菇品种。红托竹荪近
年来市场行情持续走俏，每斤售价
为50元至100元。

“起初，不少习惯以割胶谋生的
村民对这一新产业有疑虑，不太愿

意投工投劳参与其中的种植管理。”
新高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符志明回忆，经过乡村振兴工作队
协同村“两委”班子挨家挨户上门动
员，最终，办事精干的村民符国华担
任基地主管，不少村民在割胶之余
腾出时间参与平整土地、起垄等农
活，还有村民经过培训后成为固定
的管护工人，村集体经济产业真正
实现了“村民集体来干”。据悉，该
基地首轮红托竹荪收成共计1万余
斤，且十分畅销。

今年下半年以来，在有关帮扶部
门的支持下，新高峰村决定扩大菌菇
种植面积，并新添了猪肚菌等种植品
种。“今年新增了2个菌菇基地，现在

全村3个种植基地面积加起来有160
亩。”符国华介绍，自10月新开建2个
基地及投入种植以来，每天用工的需
求量至少要 20余人。这段时间以
来，驻村干部逐户摸排并动员可利用
的劳动力，基本保证了每天都有大约
一半的上岗工人为本村村民。

“经初步统计，全村已有110余
人在外务工，稳定增收有了保障。”该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谭孟涛介绍，
为了提升农民各项技能，增加农民务
工就业渠道，今年以来，该村已组织
农民参加割胶、采茶、礼仪、烹饪、水
电安装等多场实用技术培训，共计培
训村民达600多人次。

（本报牙叉12月10日电）

白沙新高峰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多举措激发村民内生动力，让“搬迁成果”稳得住

搬新居 兴产业 奔富路

中国乡村童声音乐合唱
支教示范基地文昌揭牌

本报文城12月10日电（记者
李佳飞）12月9日晚，文昌市联东
中学宾朋满座、歌声悠扬，来自文
昌5所乡村中心小学的孩子们用清
澈的童声，向政府、企业、社会各界
给予的关怀表达感谢。当天，“中
国乡村童声音乐合唱支教（文昌）
示范基地”在文昌市联东中学正式
揭牌。

中国乡村童声音乐合唱支教
（文昌）示范基地由海南爱乐文化
教育基金会和文昌市教育局合作
共建。其中，海南爱乐文化教育基
金会由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发起
成立，2021年6月在海南省民政厅
登记，海南省教育厅作为业务主管
单位。9年来，该团体组织送教下
乡5000多次，支教人次达1万多，
在海口周边乡村，以及万宁、陵水、
儋州、临高创立了24个乡村儿童合
唱团。

“让音乐向根生长，让博爱向
天扩展。”海南爱乐文化教育基金
会创始人邢增仪介绍，海南爱乐矢
志用音乐浇灌乡村的土地、滋润每
一个孩子的心灵，9年来得到诸多
爱心企业、慈善协会的帮助和支
持。“乡村是中国的根，乡村音乐扶
贫就是让音乐向根生长，让大海边
的孩子带着音符走向未来，让每一
朵浪花都澎湃！”

9年来，海南爱乐以音乐、合
唱、人文、素质教育扶贫，开启孩子
的心智，释放他们的快乐，栽种他
们的梦想，并锤炼他们的翅膀，先
后举办7场大型乡村童声合唱音乐
会，带领孩子们参加国际、省、市许
多合唱比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省将制定部分市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

海口三亚三沙儋州自行制定收费标准

海口海瑞大桥与滨江西路
互通立交工程通车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黄昌夏）海南日报记者12月10日从海口旅游文
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海口海瑞大桥与
滨江西路互通立交工程于10日通车。

该项目系海口重点民生工程，位于椰海大道
与滨江路交叉口处。项目新建了6条互通匝道，
并对交叉口两条城市主干道进行改造顺接。

项目经理周乃聪介绍，海瑞大桥与滨江西路
互通立交工程项目打通了滨江西路南北方向与海
瑞大桥的连接，能够大幅提升海瑞大桥的通行效
率，有效缓解椰海大道的通行压力，加快江东新区
和主城区的互联互通。

我省启动2021年
定点医疗机构省级飞行检查

本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吉秋平）医保基金是
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医保基金监管工作是
医保部门的重要任务。近日，省医疗保障局启动
2021年定点医疗机构省级飞行检查，查处医保领域
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诊疗服务
和收费行为，确保医保基金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省医疗保障局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
从全省一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随机抽取24家
医疗机构（其中三级定点医疗机构14家、二级定
点医疗机构9家、一级定点医疗机构1家），重点
聚焦查处“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据”等“三假”欺
诈骗保行为。目前，飞行检查已发现有部分被检
查的定点医疗机构均存在重复收费、串换收费、超
标准收费、超限定条件用药和医用耗材、药品进销
存不符等违法违规套取骗取医保基金行为，预计
全部检查工作将于12月上旬完成。

届时，省医保局将按照被检定点医疗机构属
地管理原则将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问题移交给所在市县医保部门进行后续处理，责成
所在地医疗保障局及时组织力量复核并采取有效
措施追回定点医疗机构违法违规使用的医保基金，
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
依法依规对相关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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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来

爱乐文化教育基金会

送教下乡5000多次

支教人次达 10000多

在海口周边乡村以及万宁、
陵水、儋州、临高

创立了24个乡村儿童合唱团

我省首家公立互联网医院获批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互联网医院
可在线看儿科、妇科等

本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王菲）近日，海南省
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互联网医院正式通过海南省卫
健委审批，成为我省首家获得互联网医院“身份
证”的公立医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互联
网医院依托实体医疗机构建设，首批上线的科室
有：儿科（含亚专科）、儿外科（含亚专科）、妇科、皮
肤科等，可为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患者提供在线
咨询、视频问诊、在线开具处方等功能，同时支持
在院病历调阅、查看检查检验报告等。

据了解，省卫健委积极支持互联网医疗服务
健康发展，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明确了海南省互联
网诊疗服务、互联网医院的审批流程及管理规范，
同时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建设，具
备对互联网医院进行监管的功能。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始终致力于应用互
联网新技术，让有需要的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网上诊疗的开展将为患者提供更加快捷、方便的服
务，还能减少人流聚集、降低院内交叉感染机会。未
来，该院将借助互联网医院平台，为患者构建起覆盖
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
简化患者就医流程，大大提升患者就医服务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