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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秀快速路二期、观澜湖学校二期、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

海口一批重点项目将集中开工
南国都市报 11 月 25 日讯（记者 胡诚
勇）海口市近日召开市委专题会议透露，海
口正全力加快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投
产、早见效，并计划在 11 月 28 日集中开
工一批重点项目，涉及交通、教育、医
药、会展、市政、棚改等多个产业。
交通方面，包含海秀快速路（二期）项
目。该项目二期工程为一期工程的西延
伸，位于西海岸南片区长流组团，沿规划

长滨十七街线位，西起粤海大道，东至长
滨路。采用高架桥加地面辅道的形式，路
线全长 4.39km，高架主桥全长 3.76km。
教育领域，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学校
二期项目将建设一所 36 个教学班的高级中
学。海口市美兰区龙岐片区棚户区改造
——龙岐小学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
楼及公共综合楼、午休宿舍、食堂等。医
药产业领域，包含海口市先声药业有限公

司国际化认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棚改项
目中，海口坡博、坡巷棚户区改造以及龙
华区面前坡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项目即将
动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污水、雨
水、绿化工程等。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将动工。该项
目位于秀英区滨海大道北侧，
总建筑面积约
19.02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
程、建筑外立面装饰、室内装修工程、室内外

给水等相关配套设施。海口市档案馆新馆
将开建，建设地点位于秀英区长滨二路以
东，长滨东四街以南，总建筑面积为 14554
平方米，包含地上 6 层和地下 1 层。
会议强调，要细化项目开工和签约相
关工作，统筹协调各方，查缺补漏完善相
关事项，确保签约项目真开工、真落地，
同时要积极谋划年底和明年的重点项目建
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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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爱心扶贫网第五期销售榜单出炉

陵水喜获“双料”冠军

走地草鸭、山阉鸡、墨鱼干、马鲛鱼等近
百种优质特色扶贫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
前来“剁手”。许多贫困户带来的货品很
快就销售一空，展销的 100 斤陵水圣女果
很快就售罄。据统计，两天的陵水消费扶
贫产品大集汇全场销售总额达 313.4 万元。
11 月 20 日，白沙黎族自治县也举办
了 2018 白沙电商消费扶贫购物季，红心
橙、五脚猪、百香果等特色农产品热销。
本期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前五
名都已跻身“百万俱乐部”，前五名的陵
水、海垦、海口、定安、白沙都已陆续举
办过线下消费扶贫市集。由此不难看出，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能很好地带动扶
贫农产品销量，加快推动贫困户脱贫增
收。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第 111 期今晚播出

关注海口石山镇乡村振兴战略
南国都市报 11 月 25 日讯（记者 张宏
波）《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第 111 期将于
11 月 26 日晚播出。本期节目邀请海口市
秀英区石山镇委书记胡余亨，介绍石山镇
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胡余亨介绍，石山镇党委政府积极探
索乡村发展新模式，探索出了一条符合石
山实际的乡村振兴发展道路，概括起来就

海口琼山区扶贫周末集市销售红火

是“两个原则，五个坚持”。“两个原则”，
一是先谋后动，规划先行；二是因地制
宜，凸显特色。“五个坚持”，一是坚持产
业为核心，实施产业振兴；二是坚持纳贤
引智，实施人才振兴；三是坚持文化自
信，实施文化振兴；四是坚持生态先行，
实施生态振兴；五是坚持党建引领，实施
组织振兴。

周末集市在海航文化体育广场开市

南国都市报 11 月 25 日讯（南海网记者
周静泊）11 月 25 日，第五期海南爱心扶贫
网榜单公布，陵水以 364 万元的销售额跃
居销量排行榜榜首，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
中心的扶贫茶树菇继续蝉联订单排行榜冠
军。陵水扶贫圣女果本周刚上线便热销
4102 件，一举跃升至订单排行榜第三名。
截至 11 月 25 日 16 时，上线还不到两个月
的海南爱心扶贫网销售总额已达 1652.47
万元。
据了解，陵水在本期海南爱心扶贫网
榜单中摘得“双料”冠军，得益于本周举
行的陵水消费扶贫产品大集汇强大的“带
货”能力。11 月 23 日至 24 日，陵水“爱
心采购 倾心扶贫”消费扶贫大集汇人气
爆棚，陵水 11 个乡镇带来坡村鹿茸、良亚

开市便卖了 32 万元

南国都市报 11 月 25 日讯（记者 胡
诚勇 通讯员许晶亮 林颖 文/图）24 日下
午，随着周末集市“开市锣”的敲响，
海口市琼山区扶贫电视夜校·周末集市
在海航文化体育广场开市。来自琼山区
7 个镇街的 105 户贫困户代表，带来了
精心准备的特色农产品。市民积极采
购，农户们带来的农产品很快就销售一
空，
当天下午累计交易 325344.15 元。
旧州镇的火山岩丝瓜、花生油、金
桔、番石榴系列，龙塘镇的黑豆、蜂
蜜、芝麻、豆角、黑山羊，甲子镇的黑
鸡、红鸭、土鸡蛋、牛大力，云龙镇的

海南拟提高技术工人工资待遇
南国都市报 11 月 25 日讯（记者 文盛）
近日，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
《海南省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市民如有修改意见或建议，可于 11 月
28 日前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信函
等形式反馈至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
业促进处。

口，对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南
海工匠”等荣誉以及享受省级及以上政府
特殊津贴的技术工人，指定专人联系，实
行一对一服务。经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
的高技能人才，按照规定落实住房保障、
医疗保健、子女入学等优待政策；将高技
能人才纳入省重点专家休假疗养计划。

落实住房保障、子女入学优待政策

鼓励企业提高技术工人工资水平

《意见稿》 指出，要做好高技能领军人
才服务保障。实行高技能领军人才在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中挂职或兼职制
度，县级以上工会组织领导班子中，至少
有 1 名高技能人才挂职或兼职。
同时，设立高技能领军人才服务窗

在提高技术工人工资收入水平方面，
深化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鼓励企业提
高技术工人岗位技能工资水平。企业在制
定或修改内部工资分配制度时，要充分征
求技术工人的意见。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
定机制，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分配要向高技

黑猪、萝卜、小白菜、木薯、毛薯。不
仅如此，海口云龙莲雾、大坡牧榕鸡、
云龙淮山、旧州冷泉水芹、甲子牛大力
等琼山区特色农产品也都一一亮相。
在现场，新鲜的生态绿色农产品吸
引了市民积极选购。琼山区农林局局长
李茂顺表示，琼山区在总结“夜校集
市”的经验上，推出扶贫电视夜校·周
末集市，既是一项契合海南省“消费扶
贫”政策的主题活动，又推动了贫困户
农特产品走入市场，利用省会城市周边
市民对农特产品的刚性需求，实现贫困
地区农业产业结构有效调整。

11 月 28 日前
市民可提意见或建议

能人才倾斜，高技能人才人均工资增幅应
不低于本单位管理人员人均工资增幅。在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建立针对技术工人的
补助性津贴制度，鼓励其他企业建立类似
津贴制度，提高技术工人津贴水平。到
2020 年底，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都应建立
技能津贴制度。
建立健全省、市（县）两级级企业薪酬
调查和信息发布体系，定期发布不同职业
的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
息，自 2019 年起全省发布技术工种分等级
工资价位，为合理确定技术工人工资水平
提供信息服务。

鼓励建立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意见稿》 表明，鼓励有条件的高校、

职业院校、企业申请建立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和职业技能竞赛基
地。对新建的国家级和省级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分别给予 500 万元和 200 万元的
经费补助；对新建的国家级和省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分别给予 20 万元和 10 万元经
费补助；对已建成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实行绩效管理，给予
后续资金扶持。
同时，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和现
代学徒制，进一步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通
过企校合作、工学交替方式，组织企业技
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人员参加企业新型
学徒培训。而对取得初级、中级、高级职
业 资 格 证 书 的 ， 给 予 800 元 、 1300 元 、
1800 元技能提升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