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平价菜保供惠民行动

■ 本报记者 邓钰

3月24日，位于澄迈县福山镇的
海南农垦300万只蛋鸡全产业链（一
期）项目蛋品车间，自动传动链条传
送不停，一颗颗鲜鸡蛋经过初筛、清
洗、烘干、检测、消毒等环节，被分级
打包，运往市场。

“寻常蛋鸡场养殖场，一批也就
养几千只，但在这，光是一期满产就
有108万只蛋鸡。”在300万只蛋鸡
全产业链项目，产蛋鸡场场长金朋透
露，这个飞速运转的“鸡蛋工厂”，最
高可年产鲜鸡蛋1.6万吨。目前，该
项目已实现稳定向全省各大农贸市

场稳量稳价供应鸡蛋。
此前，我省蛋鸡养殖行业中，大

部分经营主体规模较小，产能不足，
本省鸡蛋不能完全自给，部分依赖省
外调运，从而导致省内鸡蛋价格不稳
定，尤其在台风等特殊天气，航路不
畅，导致鸡蛋涨价。

“鸡蛋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优质
食品，鸡蛋的保供稳价工作关乎民
生。”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战略企划
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作为省属国有
企业，该集团承担着“保应急、保淡季、
保安全、稳价格”的公益职能。“我们积
极引导下属企业，建设规模化的蛋鸡

养殖项目，充足保障我省市场需求。”
这并非个例。小小“菜篮子”，装

着大民生。近年来，海垦控股集团有
效依托农垦系统组织健全、资源丰
富、分布面广、链路畅通、基础良好等
优势，带领旗下企业在全省布局建设
包括一批集约化、现代化、智能化种
养基地，进一步助推特色农副产品保
供稳价，拎牢百姓“菜篮子”。

据统计，2021年，海垦控股集团
已建成投产海垦新希望30万头、儋州
30万头和万宁10万头生猪养殖场，共
计生猪存栏30万头、出栏18万头；
300万只蛋鸡全产业链（一期）投产运
营，产蛋6000吨；推动平价蔬菜保供
惠民行动，落实简易蔬菜大棚、露天蔬
菜基地面积1945亩，积极实现岛内外
蔬菜互供、果蔬批发、仓储配送。

在扩大产能的同时，海垦控股集
团还组织旗下猪业、草畜、果蔬和商
贸物流等企业，常态化做好蔬菜水
果、肉类禽蛋等产品的市场供应和稳
价工作，尤其面临在春节等节假日以
及寒潮、台风等特殊天气，积极与属
地政府协同联动，做好储备、聚流等
工作，确保关键时刻物丰价稳。

扩产能，保供应；疏渠道，畅流
通。海垦控股集团计划在“十四五”期
间，打造产能达150万头的生猪产业
全产业链；在全省打造标准化蔬菜种
植基地，推进全省蔬菜种植基地面积
1万亩；并整合升级海南农垦区域内
46家农贸市场资源，建设农产品批发
市场和集采集配信息化平台，搭建“线
下+线上+物流”的新零售平台……

（本报金江3月24日电）

海南农垦全省布局现代化、智能化种养基地，保障农副产品供应

充实“菜篮子”百姓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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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将公开拍卖一批
黑社会组织涉案财产
拍品包括房产、车位共26套（个）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袁文豪）4月 4日 10时
至4月5日10时和4月22日10时至
4月23日 10时，在网络电子竞价平
台上，海口警方委托的拍卖公司将对
被法院判处没收的吴宗隆等人黑社
会性质组织涉案财产进行分批公开
拍卖。这是3月24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海口市公安局获悉的。

据了解，此次两场拍卖会拍卖的
资产包括海口、三亚的优质房产、商
铺、停车位等共26套（个）。届时，两
场拍卖会的拍品将在评估价的基础
上分别直降48.8%、36%起拍。

有意向者可关注“海南长江拍
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进入电子
竞价会页面查看拍卖信息；也可在

“京东拍卖”首页轮播图点击“海口
市公安局罚没资产拍卖专场”，进入
页面查看。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3月24日8时35分，距离第一节
英语课上课时间还有10分钟，三亚市
吉阳区罗蓬小学四年级1班的学生们
已齐刷刷地坐在教室里，或低声试读
新的章节，或小组讨论课堂上如何进
行分角色朗读。

“What’s that？”课堂开始，英语
老师谭敬妮指着手中的机器人卡片抛
出问题。话音刚落，课堂瞬间活跃起
来，同学们争先恐后地举起手，“It’s
a robot！”尽管学生符艺田发音不太
标准，但他还是尝试读出刚刚学到的
新单词。

下课铃声响起，谭敬妮还来不及
收拾讲台，就被学生们团团围住。

“What do you wish for robots
to do？”根据谭敬妮课上提出的问
题，学生纷纷请教如何用英语表达自
己的想法。

“如今孩子们不仅课堂上表现活
跃，课后也积极参与探究。”罗蓬小学
校长孙令震很欣慰。

2020年，孙令震刚从三亚市第
二小学到罗蓬小学担任校长，当时学
生们的表现与如今相比却是天壤之
别。“学生穿着拖鞋到学校，课堂氛围

枯燥单调、师生互动积极性不高，学
校进行摸底考试，部分班级存在‘及
格率为0’的情况。”孙令震旁听了几
节课后更是哭笑不得，“一节课讲下
来，部分老师连最基本的教学目标都
没有搞明白，如何教好学生？”

事实上，当时罗蓬小学所面临的
情况并非孤例，在三亚多所乡村学校
均有存在。

2019年，省教育厅选定三亚市吉
阳区作为全省集团化办学重点实验
区。吉阳区以区属优质学校为核心学
校，农村薄弱学校为成员学校组建教
育集团，实行分层帮扶的“1+1+N”集
团化办学模式，将全区31所公办中小
学组建8个教育集团。

核心学校如何带动农村薄弱学校
发展？

三亚市第二小学教育集团由三亚
市第二小学、罗蓬小学、荔枝沟小学、
临春小学、红庄小学组成。三亚市第
二小学教育集团组织罗蓬小学教师到
三亚市第二小学跟岗学习，集团派出
指导团队对罗蓬小学教师进行“一对
一”评课，组织学生开展口算比赛、英
语口语大赛……一段时间下来，罗蓬
小学的师生们都开了眼。

“高效的英语课堂教学一定要‘因

材施教’。”在集团核心校第二小学教
师的协助下，谭敬妮经过一番钻研，对
课程进行改革，将一节课分为听、说、
读、写、讨论等环节，尤其是说和讨论
环节，最大限度地把课堂交给学生，让
各小组以齐读、分段读、分角色读等方
式朗读课文，让每个学生“动起来”“说
出来”，沉寂的课堂“活”了起来。

实施集团化办学后，吉阳区中小
学教育教学质量得到较大的提升，
2020年小学生学业水平监测成绩与
2017年比较，总平均分从164.1分提
升到 211分，优秀率从 2.0%提升到
18.8% ，及 格 率 从 19.9% 提 升 到
57.1%，低分率从9.3%下降到3.1%。

在孙令震看来，发生变化的不仅
仅是学生成绩。

开展课后服务、趣味运动会、文
艺汇演、暑期公益课堂……集团化
办学后，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农村学
校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选
择，不断丰富学生们的校园生活，让
学生们收获自信、快乐成长。“以前
我总是不敢开口说英语，看到其他
学校同学在英语比赛时的精彩表现
时，也激励着我奋发向上。”罗蓬小
学学生王子微说。

三亚市教育局主要负责人介绍，

三亚在各区现有学区化、集团化办学
试点的基础上，按照“创新驱动、共享
共建”的原则，采取单一法人一体化
或多个法人联合体的集团组建模式，
将陆续新组建29个教育集团（市直
属4个，各区25个）。并充分发挥集
团化办学优势，协调教育集团内各学
校之间的教育活动、教学研究、教育

科研以及师资培训等，完善集团内管
理人员和教师培养、培训、评价和考
核等机制，通过送教、评课、讲座、跨
校兼课、师徒结对等方式，实现教研
共建、资源共享，促进成员学校教育
教学质量的提升，让更多农村娃在家
门口上好学。

（本报三亚3月24日电）

三亚实施集团化办学，让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薄弱学校倾斜

城乡学校牵手 村娃乐享好课

我省销毁
假冒伪劣商品10万余件
涉案货值500万余元

本报老城3月24日电 （记者苏庆明 刘梦
晓）3月24日上午，2022年海南省侵权假冒伪劣
商品集中统一销毁启动仪式在澄迈老城举行，全
省预计将销毁商品共计10万余件、重80余吨、涉
案货值500万余元。

此次活动集中销毁的对象是各级行政执法、
司法办案单位依法没收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以
及主要用于生产或制造假冒或盗版商品的材料、
工具、标识标志、标签、包装物等。根据各类侵权
假冒伪劣商品性质，采取焚烧、拆解、碾压、回收利
用等无害化处置方式。

在澄迈仪式现场，10多辆货车满载待销毁
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涉及出版物、农资、食品、
药品、建材、家具用品、饰品和机械等10余类。
部分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在现场被装上垃圾清运
车，统一运往垃圾焚烧厂销毁；有循环利用价值
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运往再生资源回收中心，通
过拆解、破碎、溶解等方式回收原材料；涉及危
险废弃物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由具有资质的公
司负责收运销毁。

据悉，我省还在三亚设集中销毁会场，其他各
市县也自行组织销毁活动。此外，当天，海口海关
销毁在进口环节、货运渠道查获的侵犯了Jim-
my Choo商标专用权的箱包、鞋靴等伪造货物，
属于跨境电商领域商品，共计53件，涉案货物总
价值约3万元。

3月23日，在海口市红城湖公
园南岸，太极拳爱好者在湖畔晨练。

近年来，海口以老百姓的“幸福
指数”为标杆，不断完善园林绿地
建设，构筑城市综合公园、社区公
园、郊野公园三级体系，全方位提升
公园的公益性和开放性，让海口市
民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公园升级惠民生
群众生活更美好

3月24日，在三亚吉阳区罗蓬小学，学生们正在上英语课。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3月24日上午，海
口市龙华区椰岛片区棚改区（城中村）
改造项目回迁商品房正式进行选房登
记，预计3月28日开始正式选房。

据悉，椰岛片区棚改区（城中村）
改造项目共有35个拆迁编号，涉及
78户 100多名拆迁对象，现场将选
101套住房。当天上午，海南日记者
在位于金龙路的骏豪广场一楼选房
登记现场看到，不少业主携带安置协
议原件、身份证原件等相关材料进行
登记，并领取《选房通知书》和《选房
手册》。登记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

紊地为已经到场的业主进行登记工
作。

“我母亲今年90岁，自从2013
年10月原住宅被征收后，母亲一直
很想搬回这里。这几天听说要搬回
来住，老人高兴得睡不着觉。”业主王
军当天上午顺利完成了登记工作。

“拆迁之前该片区居住环境很差，房
屋之间紧挨着，间距有的不足1米，
进出都很不方便，也存在安全隐患。”
王军告诉记者，“前不久家人已经到
现场看过房型，新房无论是从房屋布
局、周边配套来说都让大家很满意。”

不仅如此，王军一家对拆迁办和

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也感到满意，并
竖起了大拇指，“工作人员一直与我
们积极联系，答疑解惑，我很感动，也
很期待母亲能早日住上宽敞、明亮的
新房。”

记者了解到，椰岛片区棚改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于2013年起纳入旧
改，当年11月基本完成了征收任务。
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历经了设计变更、
管网抢修、地形复杂、外貌管控等困
难，项目按时完成施工任务，但由于政
策等原因，迟迟不能办理选房。

“为了能让大家早日住上新房，我
们以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暨深化拓展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为契
机，成立工作专班进行跟踪服务，克服
各种困难，推动项目进展。”海口市龙
华区金贸街道办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王洲财告诉记者，按以往流程必须
先进行整体验收，再开展选房登记工
作，此次项目部创新举措，在还没有完
成整体验收的情况下同步进行选房确
认、验房等前期工作，让居民可以提前
约半年住上新房。

“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力争
本月内完成选房工作。”王洲财表示，
接下来，项目部和街道也将做好各项
后续服务工作，让回迁户满意放心。

海口龙华椰岛片区棚改回迁商品房开始选房登记

78户回迁户可提前入住新居
白沙23座散葬烈士墓
集中迁葬入园

本报牙叉3月24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王昭）3月23日，在白沙
黎族自治县解放纪念园，白沙为23
座散葬的烈士墓举行集中迁葬入园
仪式。

据介绍，此次为23座散葬的烈
士墓举行集中迁葬入园，旨在全面提
升白沙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
水平，充分发挥白沙英雄烈士纪念设
施铭记历史、缅怀英烈、教育后人的
红色阵地作用。当天，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以及白沙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参
加活动。

据悉，白沙登记在册的革命烈
士共有160多名。

三亚市中医院标准化
发热门诊楼启用

本报三亚3月 24日电 （记者李艳玫）3月
23日，三亚市中医院标准化发热门诊楼启用。
三亚市中医院标准化发热门诊建筑面积约
1500平方米，里面设置放射类设备室、彩超室、
化验室、雾化室、输液室、成人诊室、儿童诊室、
备用诊室、抢救室、留观病房、PCR实验室及配
套药房等功能间。

“医院将以新发热门诊启用为契机，进一
步优化就诊流程，强化预检分诊、发热门诊等
重点区域管控力度，以更优质的硬件设施，更
严格的院感标准、更合理的布局流程，不断提
升医院疫情防控救治综合能力，切实筑牢群众
生命健康的安全防线。”三亚市中医院有关负
责人介绍。

目前，三亚共有2家公立医院启用标准化发
热门诊楼，发热患者可在新发热门诊内完成从挂
号缴费到接受诊疗、检查检验及取药的全部流程，
降低院内感染的风险。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海口12345去年
受理办件402万余件
办结率99.68%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记者习霁鸿）3月23
日上午，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以下
简称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2021年大数据分
析与运用通报会在海口市民游客中心报告厅举
行。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从海口实施“直通
联办”以来，该平台接通率由2020年的61.30%提
升到2021年的90.45%。

2021年，该平台受理办件402万余件，日均
11020件，同比增长33.51%，满意率98.57%，办
结率99.68%，解决率95.5%。尤其是受理办件
量、办件满意率、一次性办结率、接通率、网格员参
与度、微信公众号关注度同比都有所上升。

2021年，海口依托海口12345热线，创新推
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直通联办”改革，各区各部
门落实有力、成效明显。一方面，服务有提升，话
务接通率、受理办件量、一次办结率、办件满意率
等4个主要指标上升趋势明显。另一方面，各热
线成员单位在“直通联办”工作中主动探索，形成
了一系列有效的经验做法。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12345海口智慧联
动平台探索创立了“12345+营商服务”工作模式，
设立“12345+营商服务”专席，针对企业在创办、
经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安排专人受理，全程对接，
积极地为企业解决难题，为群众办实事。“营商服
务”专席2021年共联系服务企业151家，走访企
业70家。目前通过各渠道累计受理办件715件，
完成率96.6%。2021年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
台共受理涉及企业类问题办件7.5万余件，办结
率99.02%。

海南队球手袁也淳
获光辉国际巡回赛冠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近日，经过4轮72洞
的角逐，在美国举行的光辉国际巡回赛-路易斯
安那公开赛收杆，今年24岁的海南队球手袁也
淳夺得冠军，这也是他第一次获得光辉国际巡回
赛冠军。

赛后，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发来贺信，贺信写
道：袁也淳作为代表中国参加雅加达亚运会、东
京奥运会的国家队新生力量，脚踏实地，不断突
破自我，展现了拼字当头勇攀高峰的良好精神
风貌。

袁也淳是海南高尔夫球运动员，曾夺得2021
年第14届全运会高尔夫球赛男子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