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听取了省大数据中心功能
提升和进出岛电子围栏系统建设进
展情况汇报袁 对前阶段工作给予肯
定袁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研究部
署遥今年 10月 12日省政府专题研究
推进人流尧物流尧资金流进出岛信息
管理系统建设会议以来袁各相关单位
齐抓共管袁协调推进袁提升大数据中

心功能尧基础数据共享应用尧进出岛
信息管理系统等各项工作有了较大
进展遥

沈晓明指出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抓紧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尧分阶段
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袁加
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
程袁我们要认真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袁加快工作进度袁像钉钉子一
样袁把各项工作做扎实遥 放得开首先
要管得住袁 进出岛电子围栏系统建
设袁 是完善风险防控体系的重要举
措袁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的基础工作袁省直相关部门尧驻琼单
位以及银行等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袁积
极参与尧密切配合袁共同加快推进系

统建设遥
沈晓明要求袁 进出岛电子围栏

系统建设要以解决问题为目标袁提
高对进出岛人流尧物流和资金管控
能力 袁 精确掌握进出岛的每一个
人尧每一件物品尧每一分钱遥要加快
研究还未解决的问题袁尽快实现铁
路尧邮政等部门相关数据共享袁加快

商业银行系统改造实现资金流实时
数据采集遥要用好大数据袁建设一批
应用系统袁提高网上审批服务水平袁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袁 提高政府办事
效率遥

副省长沈丹阳尧省政府秘书长倪
强参加会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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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省委宣
传部尧省文体厅尧省记协自即日
起袁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
件线索举报遥 我们郑重承诺院严
守保密规定袁对重要线索一查到
底袁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遥
举报电话院
12318渊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冤
66810531渊省记协冤
举报邮箱院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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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明确教育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违规招生将罚3~5倍违法所得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肖卫香冤 近日袁省教育厅印
发 叶海南省教育厅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基准曳(以下简称叶基准曳)袁对野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招收学生冶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管理混乱冶等涉及教育的 53类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进行了说
明袁叶基准曳从即日起开始实施遥

叶基准曳明确袁学校或者其他教
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学生
的行为袁特别是招生人数在 50人以
上袁或拒不退回招收的学生尧退还所

收费用袁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袁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可对其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上 5倍以下罚款袁 撤销招生
资格尧吊销办学许可证遥
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违反

叶教育法曳规定袁颁发学位证书尧学历
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行为袁特
别是数量在 10本以上的违法行为袁
造成严重后果或隐匿尧 销毁违法证
据的袁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责令其
收回或没收违法颁发的证书袁 没收
违法所得袁 并撤销招生资格和颁发
证书资格遥

叶基准曳还明确袁在幼儿园办园
过程中袁有幼儿园存在幼儿园园舍尧
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尧 安全标
准袁 妨害幼儿身体健康或者威胁幼
儿生命安全的行为袁 以及幼儿园教
育内容和方法违背幼儿教育规律袁
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行为袁 并涉嫌
严重违法的袁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
要求其停止办园遥
对民办学校发布虚假招生简章

或者广告骗取钱财的行为袁叶基准曳
明确袁骗取钱财数额在 5万元以上袁
或拒不改正袁或隐匿尧销毁违法证据

的袁该学校将被吊销办学许可证袁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当前我省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不断增加袁叶基准曳
明确袁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管理混
乱尧 教育教学质量低下且拒不整
改的袁将被吊销办学许可证遥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发布虚假招生简章
骗取钱财袁 且数额在 20 万元以
上袁或拒不改正袁或隐匿尧销毁违
法证据的袁 将被处以 10 万元罚
款袁没收违法所得袁并吊销中外合
作办学许可证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肖卫香冤 海南省 2019年普通高
考报名工作将于 12月 13 日至 17日
进行遥 12月 6日袁商报记者从省考试
局获悉袁我省 2019年高考报名期间各
市县招生办电话公布袁 考生以及家长
有问题可进行咨询遥

考生也可以拨打省考试局咨询
电话院65853378尧65853852尧65859689尧
65852288尧65879021遥

2019年高考报名在即
有问题要咨询
请拨这些电话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茹冤 12月 5日袁农业农村部近
日公布第八次监测合格农业产业化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单遥 海南神农基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我省 14家企业
上榜遥
海南上榜的 14家企业
海南神农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永青绿色农业食品加工有限

公司
海南裕泰科技饲料有限公司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海源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景棠绿色农业有限公司
海南永基畜牧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瑞今农业产业化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海南琼辉果菜冷冻保鲜有限公司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名单出炉

海南14家上榜

扫扫二维码
看咨询电话

屯昌贫困户不等不靠 实实在在勤劳致富脱贫

别人给的始终没有自己劳动得来的踏实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
野我并不觉得贫困户是多么光荣的事情袁 现在政策这么好袁总
不能坐享其成等着别人给袁 别人给的始终没有自己劳动得来
的踏实遥 冶12月 6日袁屯昌县南坤镇加总村贫困户陈明宇接受
商报记者采访时说遥

在屯昌袁 有很多贫困群众靠自己
的双手摆脱了贫困袁 尝到了勤劳致富
的甜头袁越干越有劲头遥 12月 6日袁记
者采访的南坤镇加总村贫困户陈明宇
和屯城镇良史村委会贫困户王业炜就
是实实在在勤劳致富脱贫的典型例
子遥 此外袁他们脱贫后还带动和帮助其
他贫困户脱贫致富袁共同发展遥

陈明宇于 2016 年 2 月正
式建档立卡袁 成为精准扶贫政
策的帮扶对象遥 全家只有自己
一个劳动力袁虽面临种种困难袁
但他不甘贫困袁 在扶贫政策的
帮助下袁发挥自身能力袁努力拼
搏袁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遥
陈明宇告诉记者袁2015年袁

由于妻子的一场大病花掉家中
一切袁一家就此成为贫困户袁他
曾一度失去了信心遥 屯昌县派
驻工作队与帮扶责任人多次上
门了解情况并鼓励他袁 为他精
准施策袁 帮助他发展黑山羊养
殖产业袁顺利实现了脱贫遥

野一开始袁并不懂得如何养
羊袁后来通过查阅资料袁到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学习袁 从电视夜
校中和有经验的老农户那里学
习种植尧养殖技术遥 闲暇之余袁

还自学参加大专函授考试袁渐
渐克服困难袁也获得回报遥 冶陈
明宇说袁为了脱贫致富袁进行各
种产业创业袁实现产业多样化袁
有地上跑的养殖黑山羊产业袁
有空中飞的蜜蜂饲养产业袁还
有水里游的养鱼产业遥 目前饲
养黑山羊 220只袁 蜜蜂 23箱袁
香鸡尧屯昌阉鸡 300余只袁自挖
9亩鱼塘养鱼遥

陈明宇还告诉记者袁 他们
还成立了加总黑山羊专业合作
社袁养殖黑山羊都是放养袁当前
正在申请注册黑山羊商标袁还
准备参加今年的冬交会遥

野我并不觉得贫困户是多
么光荣的事情袁 现在政策这么
好袁 总不能坐享其成等着别人
给袁 别人给的始终没有自己劳
动得来的踏实遥 冶陈明宇说遥

王业炜 2014年 10月被评定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后袁鼓足了干劲袁积极发
展橡胶尧槟榔尧黑山羊尧黄牛尧蜜蜂等种
养业袁2016年底实现了脱贫遥

王业炜的家位于良史村委会下坡
村遥在下坡村的后山上袁长着茂盛的草
地袁是饲养黑山羊的好地方袁王业炜一
直倾向于养殖业袁 但苦于没有资金投
入袁只能望而止步遥自屯昌县脱贫攻坚
战打响以来袁包点单位精准施策袁帮助
王业炜发展黑山羊养殖产业袁 并扶持
黑山羊 10只遥

王业炜每天起早贪黑袁 一大早要

开环卫车袁 做完卫生后就赶羊到山上
吃草遥在他的精心饲养下袁短短一年半
时间袁 黑山羊就已经发展到了 50只遥
在养殖黑山羊致富后袁 王业炜又因地
制宜袁积极发展黄牛尧蜜蜂等产业袁不
断拓宽增收渠道遥

野当时被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袁
我认识到袁要自力更生勤劳致富袁才能
永远摘掉贫困户的帽子遥 冶 王业炜认
为袁人最怕就是懒惰不积极袁不要只想
等靠要袁自己要积极袁利用国家帮扶政
策袁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袁利用自己家
的资源发展生产致富遥

屯昌县扶贫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袁一直以来袁屯昌县通过积极探索互
助合作社新模式袁 稳步推进扶贫产业
项目曰创新开展法制扶贫袁助力脱贫攻
坚曰创办电视夜校特色教学班袁扶志扶
智拔穷根等举措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实
现新的突破遥
据介绍袁2018年初袁 屯昌全县建

档立卡贫困户 5143户 22988人袁累计
标识脱贫 4885户 21973人袁剩余未脱
贫贫困户 258 户 1015人曰 累计脱贫
出列贫困村 12个袁 剩余未脱贫出列

贫困村 6个遥
经过贫困人口野漏评冶野错退冶排查

整改工作和贫困人口动态调整工作袁
年中识别整改 1006户 3166名农村低
保户和 490户 558名特困人员袁 全年
新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 246户 825人
渊一般农户 184户 678人袁农村低保户
36户 116人袁 特困人员 26户 31人冤袁
返贫 25户 107人袁清退 26户 105人袁
自然销户 12 户 15 人曰 实现 986 户
2832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袁6 个贫困
村脱贫出列袁完成年度减贫计划遥

陈明宇：总不能坐享其成等着别人给

王业炜：不等、不靠 靠双手勤劳致富

多措并举 推动脱贫工作实现新突破

银 屯昌脱贫户陈明宇正在赶羊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时要求

以钉钉子精神建设进出岛电子围栏系统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12月 6日下午袁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袁研究

进一步推进人流尧物流尧资金流进出岛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工作遥 他强调袁这是海南建设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尧探
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基础性工作袁要以钉钉子精神做细做实做好这项工作袁加快建设和应用进出岛电子
围栏系统的步伐袁为人员尧货物尧资金跨境自由流动创造良好条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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