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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调整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均增132元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王凤冤 商报记者 12 日从海南
省人社厅获悉袁 今年是我省根据国务
院统一部署袁连续第 14 年上调企业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袁是国家继 2016 年
顺利实施首次统一调整企业与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以来第三次同
步调整遥 全省 57 万余名企业退休人
员袁近 11 万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将因此受益遥
据悉袁 本次海南省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总体调整幅度按照国家要求控

制在 2017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
老金水平的 5%遥 2017 年我省企业和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平均基本养
老金约 2640 元袁按此比例计算袁今年
退休人员月基本养老金将平均增加约
132 元遥 但此调整水平是企业和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调整的总体水
平袁对于个人而言袁由于缴费年限或者
工作年限不同袁 基本养老金水平不同
等因素袁 每个人增加的基本养老金也
因此会有差异遥
此次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袁

今日依旧有雨
最高气温 33℃

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统一按照定额调
整尧挂钩调整尧适当倾斜三者相结合的
办法进行遥 定额调整主要是体现公
平袁今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定额调整统一为每人每月增加 40
元袁退职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24 元曰挂
钩调整主要体现多工作尧 多缴费尧多
得养老金的激励机制袁根据我省实际
情况袁今年退休渊职冤人员按照本人月
基本养老金 渊退职生活费冤1.7%的比
例增加待遇标准袁 另外每缴费 1 年
渊含视同缴费的工作年限袁 不含按从

事特殊工种规定折算的工龄袁缴费不
满 1 年算 1 年冤再按每月 1.5 元的标
准袁增加基本养老金渊退职生活费冤曰
适当倾斜主要是对高龄退休人员适
当 倾 斜 袁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 年 满
70 周岁至 79 周岁的退休渊职冤人员袁
今年每人每月将再增加 15 元袁80 周
岁以 上 渊 含 80 周 岁冤 的 退 休 渊 职 冤 人
员袁每人每月将再增加 25 元遥 这个调
整办法兼顾了公平与效率袁能够适当
地调节退休人员收入差距袁体现二次
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袁充分考虑

海口市菜篮子保障连续降雨期间本地蔬菜供应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这周雨水淅淅沥沥袁气温总体适
宜袁就这么不知不觉到了这周最后一个工
作日曰13 日雨水继续齐聚琼岛袁 气温君也
很友好袁最高气温 33益袁小伙伴们出行要
注意防雨遥

13 日白天具体天气预报
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袁最低气温 2426 度袁最高气温 30-32 度袁
中部,阴天有中到大雨袁最低气温 2325 度袁最高气温 30-32 度袁
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袁局地暴雨袁最
低气温 24-26 度袁最高气温 31-33 度袁
西部袁阴天有中到大雨袁局地暴雨,最
低气温 24-26 度,最高气温 30-32 度袁
南部袁阴天有中到大雨袁局地暴雨,最
低气温 24-26 度袁最高气温 30-32 度遥

种植基地保持蔬菜待采量 50 吨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 为保障连续降雨期间蔬菜生
产源头的稳定供应袁切实丰富市民野菜篮子冶袁让群众在连续降雨天气也能吃上绿色放
心尧 价格实惠稳定的本地叶菜袁 海口市菜篮子蔬菜种植基地积极开展防范连续降雨措
施袁保持蔬菜待采量约 50 余吨遥
为保障连续降雨期间蔬菜的稳定供应袁
菜篮子蔬菜种植基地不断提高种植效率袁截
止 7 月 10 日袁 菜篮子蔬菜种植基地整地尧备
耕及种植面积达 4800 余亩袁主要种植本地菜
心尧上海青尧空心菜尧地瓜叶尧小白菜尧小芥菜尧
黑叶白等市民喜爱的本地叶菜袁 日均可供应
蔬菜 15耀20 吨袁 地里待采收蔬菜量 50 吨以
上袁 可随时根据市场需求及订单情况向市场
加大投放供应遥 发挥设施大棚淡季保供作用袁
充分利用现有的蔬菜大棚种植露天不易生产
的品种如菜心尧上海青尧小白菜尧黑叶白尧小芥
菜等袁目前每日可供应蔬菜 5 吨遥

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平衡遥
日前袁我省 2018 年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调整方案已经印发袁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退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渊职冤人员将享受今年基本养老
金调整政策袁 调整的基本养老金从今
年 1 月份开始补发遥 全省各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正在根据文件要求袁
紧锣密鼓地抓好组织实施工作袁1-6
月份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和 7 月份
正常发放的基本养老金袁 将在这个月
一同发到退休人员手中遥

G98 西线高速右幅
临高跨澄迈路段

今起分段施工
实施交通管制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陈长吉 邢泛晓冤
7 月 12 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省
公路管理局获悉袁7 月 13 日起袁 公路
部门将分段修复 G98 西线高速公路
右幅临高跨澄迈 K554+200 至 K584+
340 约 30 公里路段的路面病害袁为确
保行车安全袁警路双方将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至 7 月 30 日渊共 18 天冤对相
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遥 分段施工
期间袁将封闭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袁超车
道正常通行遥
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袁 请按照现
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现场交通安全
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遥

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历经 25 年成长之路

山高情怀：
让学校成为学生的另一个家
海南名校
山高之路

山高捷报
记者从海口山高学校获悉袁
在高考提前批录取中袁 该校传出
喜讯院 继徐传亮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空军航空大学之后袁 山高中学
又有多名学生被录取为飞行员和
国防生遥
1尧吴中尧院以优异的成绩被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飞行技术
专业录取渊属南航招飞委培生冤曰
2尧刘双院以优异的成绩被中
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
对抗技术专业录取 渊属军事院校
国防生计划冤曰
3尧何钰院以优异的成绩被西
安外国语大学录取曰
4尧吴泉江院以优异的成绩被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录取遥

“我们一直在坚持，把
学校打造成学生的另一
个家，让学生在学校也能
感受到家的温暖。”海南
山高教育集团始创于
1993 年，秉承“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的校训，坚持以人为本，以
学生为本的教育思想，贯彻“让每一
粒种子在适宜的环境下成长”的教育
理念，融合国际先进的教育思想，把
办教育作为唯一的目标，把办好教育
作为唯一的追求。

前
言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实习记者 吴英艳冤一群有教
育梦想的山高人袁经过 25 年的执着追求和努力奋斗袁取得了累累
硕果遥山高教育集团被评为野海南首届国际旅游岛优秀民办学校冶
野海南建省 25 周年十大最具影响力教育集团冶遥 海南山高教育集
团目前拥有海口市山高幼儿园尧定安县塔岭山高幼儿园尧海口山
高学校尧海口山高实验中学渊海口山高高级实验中学冤尧海口山高
中学尧定安县山高学校在内的野两园四校冶遥

1

山高中学坚持以学生为本

海口山高中学由山高教育集团
2009 年创办袁2017 年 9 月整体搬入
新校区遥
新校区坐落于海口市椰海大道
学院南路袁 占地 85 亩袁 总投资 4 亿
多袁拥有现代化的教学楼尧艺体中心尧
图书馆尧运动场尧学生公寓尧国际交流
中心遥 经过多年的发展袁海口山高中
学已成为海南教育的一颗明珠遥
作为海口一所优秀尧 老牌的学

校袁山高学校坚持以学生为本袁坚持
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实践袁并致力于用
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来培养孩子正确
的价值取向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
文化交流的世界公民遥
海口山高学校新校区设有人性化
风雨通道尧陶艺馆尧学生创业街尧全网
络覆盖的智慧校园噎噎众多创意设
计袁既考虑师生的生活尧学习需要袁又
充分体现山高教育的人文情怀遥

2

坚持混合式的学习模式

海口山高学校坚持用混合式
的学习模式袁促进学生多方面融合
发展遥 混合多种教学设备尧中学生
人人必备电脑袁 多种教学方法尧多
种学习策略和评价方法袁各校区特
别重视经典阅读袁因为阅读是最重
要的智慧来源袁重视疑问尧强调基

3

础打扎实遥 同步与异步学习袁上百
种课程供孩子选上袁专业俱乐部的
活动丰富多彩袁 心灵导师的指导袁
House team 纵向管理模式袁弹性学
制的采用和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管
理袁借鉴和引用澳大利亚的优质教
育资源遥

House team 打破传统年级界限

House team 纵向管理模式袁是
海口山高学校的一大特色遥
房队渊House team冤建设也是海
口山高学校在学生管理方面做的
重要探索袁在原来的心灵导师的基
础上做了进一步拓展袁打破了传统
的年级纵向管理模式袁组建全新的
队伍跨年级纵向管理体系遥 每支房
队是由七尧八尧九三个年级的孩子

组成袁 年龄上的梯队形式让他们打
破与同龄人交往的局限袁 获得更加
广阔的交友尧学习空间遥 在房队里袁
不同年级尧 不同班级的学生凝聚在
一起袁 在这个大家庭里袁 小手拉大
手袁一起健康尧快乐成长遥 而且每个
房队的命名分别以校长的中文名和
英文名组成遥 目前袁 海口山高中学
已建立 12 个房队遥

各校地址
海口市山高幼儿园地址院海
口 市 龙 华 区 龙 昆 南 山 高 村 170
号袁教育热线院66987275
海口山高学校地址院 海口市
龙华区迎宾大道 8 号 渊东环高铁
站旁冤袁教育热线 66986478
海口山高中学渊初尧高中新校
区冤地址院海口市椰海大道学院南
路 渊喜盈门旁冤 教育热线院089866822136.0898-66822536
定安山高幼儿园地址院 定安
县富民大道富民小区袁教育热线院
63801988
定安山高学校地址院 定安县
定城镇见龙大道 356 号袁 教育热
线院63803111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