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袁和庆镇木排至兰洋旅游
公路已开工建设袁路基清表平整累
计 5.5公里袁完成占比 46.6%遥 据介
绍袁和庆镇木排至兰洋旅游公路项
目起点位于和庆镇木排村委会境
内袁与县道 X516平面交叉袁经过美
万新村后沿美万水库袁经过蓝洋农
场十队和蓝洋农场十一队袁终点位
于蓝洋农场场部袁 全长 11.804公
里遥项目总投资 0.872亿元遥按照三
级公路建设袁路基宽度 8.5米袁路面
宽 7米袁设计速度为 40km/h遥

白马井至八一农场石花水洞
旅游公路项目袁目前正处于征地阶
段袁该项目起点位于排浦镇英兰村
附近袁 与改建后的省道 S315相交袁

至八一农场石花水洞附近遥 路线设
计全长 28.299公里袁 项目总投资
2.9028亿元遥本项目为三级公路袁设
计时速 40km/h袁 路基宽 8.5米袁路
面宽 7米遥

松林岭旅游公路 A 线起点位
于省道 S308美洋线 K33+300处右
侧袁终点顺接环岛滨海旅游公路(儋
州段)D 支线袁 路线设计全长 6.85
公里曰 本项目 B 线起点接 A 线
AK2+711.286袁最后与县道 X500相
交于木棠镇袁路线设计全长 7.87公
里遥 该项目 A线 B线均为二级公
路袁 设计时速 60km/h袁 路基宽 10
米袁项目总投资 1.4904亿元遥目前袁
该项目征地未完成袁暂未进场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肖卫香冤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
布叶关于 2018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情况的通
报曳遥通报显示袁近 4年来袁海南录用的
特岗教师到岗率尧留任率尧在岗率均在
90%以上袁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遥

据通报袁2015年袁 全国共招聘特
岗教师 6.73万人袁截至 2018年 9月袁
有 6.08万人经考核合格自愿留任袁留
任率为 90.2%遥 2016年和 2017年全国
分别招聘特岗教师 6.81 万人和 7.69
万人袁2018 年分别在岗 6.43 万人和
7.49 万人袁 在岗率分别为 94.4%和
97.4%遥 海南留任率尧在岗率均超全国
平均水平遥 其中袁2015年招聘特岗教
师 325人袁留任率为 94.2%曰2016年招
聘特岗教师 345人袁在岗率为 98.8%曰
2017年招聘特岗教师 348人袁在岗率
为 99.1%遥 2018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
教师 9万人袁 截至 2018年 9月底袁实
际招聘到岗 8.52万人袁计划完成率为
94.7%遥 海南招聘计划 420个袁实际到
岗教师数 406人袁完成率达 96.7%袁同
样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遥其中袁有 113人
到乡镇中学任教袁 有 228人到乡镇小
学任教袁 有 58人到乡村小学任教袁有
7人到乡村教学点任教遥

三亚 2019 年十大为民办实事
事项院

一尧用于保障扶贫项目开展投入
6764万元遥对已脱贫 2188户 9776人
进行分类巩固袁 对 2019年新增贫困
户予以脱贫扶持遥 加强 20个扶贫重
点村的建设袁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尧
完善村基础设施建设袁全面改善扶贫
重点村的人居环境和农民的生活水
平袁实行就业扶贫袁给予建档立卡家
庭学生尧农村低保家庭尧特困供养家
庭学生从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的资
助袁实行健康扶贫遥

二尧 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尧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尧农民小额贷款贴息
等项目开展投入 1.0801亿元遥 加强

农村饮水安全袁 新建和升级改造 96
个自然村 250公里供水管网袁惠及农
村群众 4.75 万人曰 补贴农业保险保
费 4571万元袁 惠及农户 3171户曰对
农民小额贷款进行贴息 1230万元遥

三尧用于人大附中三亚学校等学
校建设及立才幼儿园等新建和扩建
工程尧支持民办教育发展尧为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提供免费
营养餐等项目投入 6.0605亿元袁支持
民办教育发展袁惠及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 23888人袁 其中小学 16666人袁初
中 7222 人袁高中阶段 4501 人袁促进
教育均等化发展曰为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公办学校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袁惠
及 47112人遥

四尧 用于启动文化体育中心建
设尧 行政村文体活动室建设等项目
投入 9653万元遥 建设行政村文体活
动室及开展送文化下乡袁 实现全市
92 个行政村全覆盖袁惠及 92个行政
村村民袁 提高和丰富农民精神文化
生活曰健全基层公益性健身器材尧开
展全民健身系列体育健身活动及广
场体育文化活动袁丰富市民文化体育
生活遥

五尧用于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二
期综合门诊大楼建设尧林旺卫生院改
扩建工程项目袁投入 1.2亿元遥

六尧用于三亚妇女儿童部分疾病
的免费筛查袁投入 1580万元袁免费开
展儿童早期发展与发育行为障碍的

识别和诊治尧儿童哮喘等呼吸系统常
见病的诊治尧先天性心脏病等先天性
畸形检查尧地中海贫血扁豆病白血病
等血液肿瘤疾病的筛查和诊治尧新生
儿遗传性疾病等疾病筛查曰对妇女免
费服用叶酸尧两癌筛查袁对孕早期妇
女实施地中海贫血基因免费检测和
阻断尧免费产前筛查袁促进妇女儿童
健康遥

七尧 用于雨污水管网治理工程尧
三亚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等项
目袁投入 6.37亿元遥

八尧用于实施公共交通公益性财
政补贴和公交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2.9
亿元遥 实施交通票价尧冷线补贴和成
本规制经费补贴袁 补助已开通的 87

条公交路线袁预计新开通 3-6条公交
路线袁力争自然村 100%通公交车袁预
计补贴 110万乘客袁降低乘客出行成
本 ;加强吉阳公交综合场站尧客运东
站项目尧公交首末站等公交基础设施
建设袁 为群众提供基本公共交通服
务袁方便群众交通出行遥

九尧用于常年蔬菜点对点配送体
系建设和瓜菜基地建设袁 投入 1500
万元袁确保三亚市常年蔬菜基地最低
保有量和自给率袁积极平抑物价和抓
好野菜篮子冶工程遥

十尧用于棚改项目尧保障房项目
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袁 投入 26.8468
亿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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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宏野龙的传人 2060冶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将于 2019年 1
月 19日在五源河文体中心举行袁 为了确保王力宏 野龙的传人
2060冶巡回演唱会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袁依据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的相关规定袁届时将对五源河文体中
心周边路段适时实施交通管制遥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院
一尧管制时间院2019年 1月 19日 17院30要23院30
二尧管制路段院
长滨路与滨海大道交叉口至长滨路与海秀快速路下匝道

交叉口尧长滨一街尧长滨二街尧长滨三街尧长滨四街尧长滨五街尧
长滨一路尧长滨二路尧长滨三路尧长海大道尧长滨四路遥
三尧注意事项
渊一冤在道路交通管制期间袁各种车辆驾驶人和行人袁按照

道路交通标志指示通行袁服从交警指挥管控遥
渊二冤管制期间路段绕行
1尧 经海秀快速路前往长流方向的车辆建议从长天路匝道

口或长彤路匝道口驶出袁选择海榆西线尧南海大道绕行遥
2尧由市区前往滨海大道西沿线方向的车辆袁建议选择南海

大道尧海榆西线尧粤海大道绕行遥
四尧温馨提示院
凡通过管制路段的车辆和行人必须严格遵从现场执勤民

警的指挥或交通标志指示行驶曰由此造成的不便袁敬请谅解遥
特此通告遥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2019年 1月 14日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王力宏野龙的传人 2060冶巡回演唱会海口站

适时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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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陈王凤冤 日前袁昌江县纪委
监委印发叶关于在全县党员尧公职
人员中开展签订<拒黑去恶承诺
书>活动的通知曳袁 全县 7980名党
员干部尧公职人员参与此项活动遥

据悉袁该承诺书以野六个坚决冶

要求签订人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袁 自觉做到与黑恶势力划清界
限袁不充当涉黑涉恶犯罪幕后野保护
伞冶袁不通风报信尧请托说情袁不干扰
办理涉黑涉恶案件袁 严守党的纪律
和法律底线袁 主动参与涉黑涉恶线
索摸排袁发现线索及时尧如实向组织

和有关部门举报袁 坚决做好直系亲
属宣传尧教育工作遥各单位将签订的
承诺书在单位公开栏进行公示袁接
受群众监督遥

野开展签订承诺书活动袁是我们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的一项重要举措遥 旨在促进

全县党员干部尧公职人员增强耶四个
意识爷袁恪尽职守袁践行诺言袁从源头
上防范涉黑涉恶腐败和耶保护伞爷行
为的发生袁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攻坚战袁 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忠诚卫士遥冶该县纪委监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遥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加强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为人民群众营造
一个祥和平安的生产生活环境遥 根据
相关举报袁16日袁 海口龙华区安监局
联合龙泉镇派出所公安民警迅速行
动袁 对龙泉镇无证烟花爆竹售卖点进
行查处袁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遥此次检
查共查获 19箱烟花爆竹袁32 盒彩菊
烟花袁239条条炮袁16个母子炮遥 经查
实袁 该两家店没有烟花爆竹售卖许可
证袁涉嫌无证销售袁区安监局对该销售
点烟花爆竹予以依法查封扣押遥
龙华安监局表示袁 下一步将联合

多部门加强对烟花爆竹的执法检查袁
对辖区内违法售卖烟花爆竹行为依法
查处确保年关居民生产生活安全遥

三亚今年为民办实事十大事项出炉 快看看哪些与您有关

46亿元办十件事，市民福利来了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谢佳宁冤 17日袁记者了解到袁三亚发布 2019年十大为民办实事事项袁今年三亚市

委尧市政府计划投入 46.41亿元实施为民办实事袁助力民生事业发展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遥

儋州投资 5.26亿元建 3条旅游公路
分别为白马井八一农场旅游公路尧木排至兰洋旅游公路尧松林岭旅游公路

昌江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7980人签订“拒黑去恶”承诺书

海南特岗教师
到岗在岗留任率
均在 90%以上
超全国平均水平

海口龙华区安监局

查处无证售卖
烟花爆竹销售点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林万丽 实习生 温玉焕 通讯员 何秀玲冤 日前袁商报记者了解到袁儋州市在实施农村公
路野六大工程冶建设中袁规划建设三条旅游公路袁分别是白马井八一农场旅游公路尧和庆镇木排至兰洋旅游公路尧松林岭旅游公路遥
总投资 5.26亿元袁路线设计全长 54.823公里袁预计 2020年 2月竣工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