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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技工院校教师系列职称评
审条件》出台

畅通技工院校教师职业
发展通道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李京赟）省人社
厅、省委人才发展局近日联合印发《海南省技工院
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条件》，以健全完善符合我省
技工院校教师职业特点的职称制度，畅通技工院
校教师职业发展通道。

在我省工作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持
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
外籍人员，申报我省技工院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
由用人单位按规定采取“一事一议”方式，报省委
人才发展局和省人社厅审核同意后，参照本条件
参加相应职称层级的评审。

技工院校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职称设初级、
中级、高级。初级只设助理级，高级分设副高级和
正高级，名称依次为助理讲师、讲师、高级讲师、正
高级讲师。

技工院校生产实习课指导教师职称设初级、
中级、高级。初级分设员级和助理级，高级分设副
高级和正高级，名称依次为三级实习指导教师（员
级）、二级实习指导教师（助理级）、一级实习指导
教师（中级）、高级实习指导教师、正高级实习指导
教师。

新新 走基层走基层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2月6日，正月初六，定安县新竹
镇新竹村村民又一次在村里看到了
几个熟悉的身影，他们脚步急促，时
常从早忙到晚，时而出现在村民家
中，时而又出现在会议室里。

这些人是新竹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的队员。眼下，工作队队长胡绍球
正带着几名队员走村入户，与返乡的

村民交流。
“大过年的还这么忙，是领导不

给你们放假吗？”看到工作队从自家
经过，有村民开玩笑。

胡绍球连忙摆了摆手，笑着回答：
“大家当然也有休息，只不过春节期间
不少外出的村民都会陆续回村，他们
来自各行各业，拥有不同阅历，肯定能
为村里的建设带来宝贵建议。”

胡绍球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队

员们看来，相比自己的休息，大家更不
愿意错过这个宝贵的时机。为此，从
大年廿九到正月初四，工作队基本都
在驻村，他们通过走村入户了解到不
少村民的想法和需求，还召集到30余
名乡贤、企业家、返乡青年、大学生等
欢聚一堂，以茶会友，共话发展。

“在茶话会上，大家给我们出了
不少好点子。比如，有老干部认为，
我们应该多挖掘鲜活的‘新竹故事’，

通过创意宣传让更多人了解新竹村；
有村民认为，村里应该充分利用周边
自然资源，引进项目发展旅游产业；
还有村民特别提到，村里的人居环境
不能‘掉队’，需要建立制度唤起每个
人的保护意识……”对于返乡村民从
各个角度提出的这些建议，胡绍球和
队员们如数家珍。

但更让胡绍球欣喜的是，通过这段
时间的对话与交流，新竹村有了更强的

凝聚力。“越来越多村民对村里的发展
充满期待，大家对我们的工作也更加
理解，纷纷表示愿意参与村里的乡村
振兴工作，为自己的家乡贡献力量。”

胡绍球说，村民的信任也给予了
队员们前行的动力。在新的一年，新
竹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将继续坚守初
心，凝心聚力谋村子发展，全力以赴
推动新竹村乡村振兴。

（本报定城2月6日电）

定安新竹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凝聚返乡人员力量助推乡村建设

新春话发展 聚力谋兴村

本报海口2月6日讯（记者傅人
意 通讯员张璞）2月6日，位于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的三亚深海科创平台项目
工地热火朝天。“春节期间我们共有
120位工人和管理人员加班加点，项
目11栋建筑已有6栋进行主体封顶，
目前我们正在对混凝土浇筑和机电穿
插、预埋工作进行赶工。”中国建筑第
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三亚深海科创平

台项目执行经理常晓龙表示，三亚深
海科创平台项目建成后将重点发展深
海科技和科教研发产业。

这是春节期间我省重点项目不停
工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全省共有
70个省重点（重大）项目、72个市（县）
重点项目不停工，2.4万名务工人员奋
战一线。

今年1月初，省总工会、省发展

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开展“暖心留
工助发展”关爱行动，对列入2021年
省重点（重大）项目且 2022 年续建
的、2022 年 1月 31 日至 2月 6日期
间不停工的项目务工人员，每人一次
性发放1000元补贴，并通过2022年
农民工春节联欢暨2021年最美农民
工表彰晚会以及各类媒体进行广泛
宣传。

各市县也参照省里方案和标准，
出台相应方案或激励措施。海口对
春节期间不停工的市级项目务工人
员每人补贴1000元；三亚对春节期
间不停工项目务工人员每人补贴
800元；五指山对春节期间不停工项
目务工人员每人补贴1000元；澄迈
对县级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和规模以上工业、规模以上服务

业等春节期间不停工的企业在岗职
工，按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给予补
助等。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继续跟踪做
好不停工项目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同
时加快推进因春节假期已停工项目复
工复产，全面助力一季度“开门红”“开
门稳”。

春节假期我省70个省重点（重大）项目不停工

跑出“加速度”冲刺“开门红”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一年之计在于春。2月4日大年
初四，立春。在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慧的办公室桌上，
摆放着5瓶新研发的产品：100毫升
装的山柚油和小磨芝麻香油。“这款
山柚油是专门针对海南市场研发的，
力争香型、口感跟海南本地生产的山
柚油一样。”张慧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海南本地生产的山柚油有独特的香
味和口感，深受海南人民的喜欢。该

公司还将对这两款产品的外包装进
行调整，计划今年上半年上市销售。

2月6日，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
保税港区的澳斯卡国际粮油加工项
目机械轰鸣。在精炼车间，10多名
工人正在值班，生产四级菜籽油。“四
级菜籽油主要是供应西南市场。”该
车间生产负责人对记者说，由于春节
期间市场需求量大，根据客户要求，
该厂的精炼车间春节期间正常生
产。此外，其他等级的菜籽油也正常
进行生产。

该公司生产的山柚油和小磨芝

麻香油是澳斯卡国际粮油加工项目
去年7月建成投产后，新研发的两款
产品。该项目占地208亩，建设内容
包括可储粮 10万吨的 8个原粮筒
仓，菜籽、大豆加工生产线，以及油脂
精炼、山茶油等生产线，加上附属设
施，总投资达35亿元，是海南年加工
能力超百万吨的粮油企业，油菜籽加
工能力达到每天3000吨，整个项目
达产后年产值约50亿元。

项目投产没多久，该公司就开始
研发新产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人们对食用油的要求也在

变化，因此食用油市场也在不断细
分。”张慧说，山柚油作为海南项目最
新推出的新产品之一，为了让香型和
口感符合海南人民的要求，采用高温
热榨工艺进行生产，产品的营养更丰
富，质量更稳定，不易变质。

据介绍，今年1月，澳斯卡国际
粮油加工项目已完成2.1亿元的产
值，生产取得“开门红”。“今年1月，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生效实施，对于我们企业来
说，也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
遇，今年我们将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

政策和RCEP政策，做大国际贸易。”
张慧告诉记者，公司进口的第一批货
物2000多吨葵花籽粕（用于生产饲
料的原料）在春节后可抵达海南。

“大年初五全体员工返岗上班，
进入新一年的战斗状态。”张慧说，随
着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的推进，在儋
州和洋浦的企业又迎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时不我待，新的一年，澳斯卡将
开足马力抓生产，投入更多的资源进
行产品研发，生产好产品，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作出企业应有的贡献。

（本报洋浦2月6日电）

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1月产值2.1亿元

假期生产不停 企业加“油”提速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海口市疾控中心发布节后返琼疫情
防控提醒

低风险地区来琼返琼人员
须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本报海口2月6日讯（记者习霁鸿）随着春
节假期结束，大量人员即将返回。2月6日，海口
市疾控中心发布提醒：根据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要
求，低风险地区来琼返琼人员均须凭48小时内1
次核酸阴性证明入岛，并在24小时内向社区（宾
馆、单位）报备，主动做好14天自我健康监测；涉
疫区来琼返琼人员需凭48小时内2次核酸阴性
证明入岛，且两次间隔要不少于24小时，并主动
落实社区报备和14天自我健康监测；14天内有
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在入琼口岸集中隔离
14天，并于第1天和第13天分别采样进行免费核
酸检测，隔离期满再进行7天居家健康监测，并在
第7天进行1次免费核酸检测。

该中心提出，请广大市民和游客继续绷紧疫
情防控这根弦，密切关注国内各地疫情动态，建议
市民近期非必要不要前往有疫情发生的地市，如
必须前往，请全程做好个人防护。

该中心提出，返回海口的外地来琼务工人员
要强化个人防护意识，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
手、常通风、保持“1米线”安全社交距离，自我健
康监测期间非必要不外出、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尽
量避免出入人群密集或密闭空间场所，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如进出公共场所应配合做好扫码测温
并落实戴口罩、勤洗手、保距离等疫情防控措施。

该中心倡议，符合接种条件的人员尤其是3
岁至11岁和60岁及以上等重点人群，请尽快配
合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和加强免疫工作。

该中心提醒，如有出现发热（体温≥37.3℃）、干
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嗅（味）觉减退、结膜炎、
肌痛、腹泻等不适症状时，立即就近前往医疗机构发
热门诊就诊排查，如实告知医生流行病学史，就医途
中全程佩戴口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遇到
问题请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董雅婷 张紫旖

2月6日下午3时许，在cdf海口
日月广场免税店内，王小南侧着身子
从排队的人群中挤了出来，与同事对
接手上的工作，她的声音很快被淹没
在人声鼎沸之中。

“这几天的消费者太多了，春
节期间进店客流增长明显。”王小
南是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雅诗
兰黛品牌的美容顾问，她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春节假期虽已到尾声，
但消费者的购物火热势头依旧不
减。

“中免福气，如‘虎’添翼”“年货
礼盒限量发售”“精选香化新春献礼
低至6.5折”“消费满额参与抽奖活
动”……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推出系列
新春优惠酬宾活动，离岛免税货品
足、品种多，香化、酒水等商品优惠力
度大，不少品牌还推出免税专供产
品、新春限定套装等，以更好满足消

费者需求。
离岛免税购物优惠多，消费者买

买买更开心。“抓住假期的‘尾巴’，趁
着免税购物有折扣，我多买了一些护
肤品、化妆品，一次买够一整年的
量！”大连游客杨杰说，她和家人春节
期间来琼游玩，在返程之前，免税店
是她必逛的一站。

除了物美价美之外，消费者对
购物体验同样“好评”不断。记者
在位于海口日月广场西区L层的免
税商品“返岛提货点”看到，部分消

费者正在提取已购的离岛免税商
品。“春节前我出岛时买了一些酒，
不想拎来拎去的，所以选择了返岛
提取，很方便。”海口市民张先生
说，离岛前，他就计划好了购物和
提货安排。

“前两天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外
省的‘回头客’，进店以后她立马就
认出了我，这让我感到挺开心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罗意威
（LOEWE）品牌的时尚顾问于宛彤
介绍，春节期间，自己与同事们都保

持着饱满的工作状态，希望让顾客能
买得尽兴、安心。

消费者既“满载而归”又“满意而
归”的背后，离不开各家离岛免税店
提供的多元化购物体验。中免集团
海南各门店整合资源，热门重点品类
产品备货充足，折扣促销、多倍积分
和满额抽奖等优惠活动丰富，并不断
优化各项业务流程，以满足春节期间
顾客的消费需求，全力助推离岛免税
购物热潮。

（本报海口2月6日讯）

春节假期海南各家离岛免税店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购物体验

购物优惠多 消费人气旺

➡2月6日，游客在三亚
海旅免税城选购免税商品。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2月5日，游客在海口
观澜湖免税城选购免税商品。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省疾控中心紧急提醒：

广西百色、广东广州番禺区
来琼返琼人员主动进行健康申报

本报海口2月6日讯（记者马珂）2月5日，
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和德保县各报告1例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并出现外溢病例；2月6日广
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报告1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2
月5日省外返回广州番禺）。为科学精准防控疫
情，严防疫情输入，2月6日省疾控中心对广大群
众提出疫情防控建议：

2022年1月26日（含）以来有广西百色市、2
月5日（含）以来有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旅居史的
来琼返琼人员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请主动
向当地社区进行健康申报，并配合当地疫情防控
指挥部的所有防控措施。如有疑问或转码有误可
拨打我省各市县疫情防控24小时热线电话。

鉴于当前的疫情形势，如无必要，建议近期不
要前往广西百色市、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从广西百色市、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来琼返
琼的人员，请提前了解我省当地防控要求；来琼返
琼途中，请做好个人防护；抵琼后，请主动配合我
省相关防控措施。

广大群众要继续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防护意
识，养成随身携带口罩，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尤其
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在公共场所活动时）、勤
洗手、常通风、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卫生习惯；不
扎堆、不聚会，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如出现发热、咳嗽、嗅（味）觉减退、腹泻、乏力
等症状，要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
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进行排查和诊疗，就医过
程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接种新冠疫苗是预防控制新冠肺炎传播的最
经济、最有效、最方便的措施，更是每一位公民应
尽的责任和义务，请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件的群
众积极主动参与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携手共筑全
民免疫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