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龋齿是一种感染性慢性病，是可防可控
的，而窝沟封闭是预防龋齿的最有效的一种方
法。我国青少年90%以上的龋病（虫牙）发生
在窝沟部位，窝沟封闭主要是针对儿童与青少
年新萌出的恒磨牙。儿童在6岁左右开始萌
出六龄牙，11岁左右开始萌出第二恒磨牙，刚
萌出的恒磨牙，由于牙面窝沟深浅不一，容易
存留食物残渣和细菌，导致龋病的发生。通常
六龄齿在7-8岁完全萌出，是窝沟封闭、治疗
蛀牙的最佳时机。

小贴士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张期
望 通讯员王聘钊）海南日报记者近日
从海口市美兰区相关部门获悉，为让
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健体资源，

美兰区从本月起将25所区属中小学
校操场及操场内的体育设施、器材免
费向市民开放。

据悉，此次免费向市民开放体育

场地和体育设施学校为城市中心区域
和周边市民居住密集的学校。将在尊
重市民晨练和晚练习惯、不影响学校
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和保障安全的前提

下，自主规定双休日、节假日及寒暑假
的开放时间。对外开放的运动场地和
运动设施条件包括运动场、篮球场、排
球场、羽毛球场等体育场地和设施。

海口25所中小学体育场地免费开放

乡镇13所学校
海口市灵山镇中心小学、海口市东营中学、海口市桂林洋中学、海
口市桂林洋中心小学、海口市演丰镇中心小学、海口市演丰中学、
海口市三江镇中心小学、海口市三江镇中学、海口市三江镇第二小
学、海口市大华中学、海口市大致坡镇中小学、海口市咸来小学、海
口市咸来中学

对市民免费
开放的体育
场地及设施
的中小学校

城区12所学校
海口市第十六小学、海口市第三十一小学、海口市美兰
实验小学、海口市白沙门小学、海口市美苑小学、海口市
新埠中心小学、海口市红联小学、海口市第九中学、海口
市第九中学海甸分校、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口市第七中
学、海口市海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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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征集
非法侵占土地等4类线索

本报海口7月9日讯 （记者张期望）7月 9
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公告，向市民征
集非法侵占土地等4类行为线索，以推进海口自
然资源和规划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相关
部门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对举
报人实施报复的依法从重惩处。

非法侵占土地 非法买卖土地 盗采矿产资源
提供虚假资料骗取“一户一宅”认定

海口市秀英区长滨东二街7号市行政办公区15
栋北楼1楼信访室(来访接待时间为国家法定
工作日及上班时间)

征集 类行为线索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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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下午，海口市美
兰区120急救宣讲志愿队授
旗仪式暨新时代文明实践急
救知识培训班在演丰镇举
行。志愿者为村民讲解现实
生活中遇到突发事件时应采
取的有效救护措施，帮助村
民们了解应急救护基础知识
和技能，进一步增强了村民
应对突发事件和灾害自救互
救的能力。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学习急救本领
增强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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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提前批院校公布
我省合格考生名单
海师小学乡村教师定向免培生
面试合格考生名单同时公布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陈卓
斌 特约记者高春燕 实习生伍英姿）
7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考试局获
悉，多所提前批录取院校现已公布今
年在我省招收的合格考生名单，包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公安院校，以及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中国消防救援学
院、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等。海
南师范大学小学乡村教师定向免培生
面试合格考生名单同时公布。具体录
取名单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查询。

今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公安
院校面试、体检、体测及政审均合格的
我省考生名单共有205人。海南师范
大学小学乡村教师定向免培生面试合
格考生名单共有436人。

本科提前批艺术（文）类
最低控制分数线划定

文化成绩415分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陈卓
斌 特约记者高春燕 实习生伍英姿）
7月9日，省考试局公布了2019年海
南省本科提前批艺术（文）类最低控制
分数线。美术类、声乐类、器乐类、舞
蹈类、主持与播音类、书法类等6类考
生的文化成绩分数线均为415分。

其中，美术类考生的专业成绩分数
线为161分，声乐类考生的专业成绩分
数线为120分，器乐类考生的专业成绩
分数线为133分，舞蹈类、主持与播音
类、书法类等3类考生的专业成绩分数
线分别为133分、175分、148分。

需要说明的是，最低控制分数线
中的文化成绩为高考成绩综合分、基
础会考成绩的 10%和照顾分数之
和。在文化成绩达到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的前提下，以考生参加全省艺术
统考的专业成绩作为投档成绩。

我省举办中小学教师
游泳与救生培训班
分两期培训120名教师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陈卓
斌 特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生伍英姿）海
南日报记者7月9日从省教育厅获悉，
为进一步提升中小学游泳师资技能水
平，加快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该厅
定于今年7月至8月举办海南省中小学
教师游泳与救生培训班。培训班分为
两期，共将培训120名中小学教师。

据悉，本次培训面向全省中小学校
在职在编教师，要求年龄在50周岁以
下，身体健康状况良好。首期培训班将
在海南大学举行，时间为7月19日至
28日；第二期培训班将在海南师范大学
举行，时间为8月17日至26日。根据
安排，每期培训班培训人数为60人，其
中海口、儋州、三亚各选派5人，琼海、文
昌、东方、昌江、保亭、屯昌等市县分别
选派3名，其他市县（含洋浦）分别选派
2人，省属中学分别选派1人。

本报文城7月9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周炜翔 史明）“我们找了他20
多年，以为他早都不在世上了，没想
到他还活着，谢谢海南文昌民警的帮
助。”7月8日上午，从山东赶来的张
成（化名）在文昌市人民医院住院部
抱着失踪24年的哥哥失声痛哭，对
民警表示感谢。原来，海南省公安厅
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文昌支队冯
家派出所民警与山东省成武县警方
经过两天努力，帮助一名失踪人员找
到了失联24年的亲人。

7月6日晚9时，冯家派出所民警

接到报警电话称：在文昌市会文镇
赤坎村有一名满身是血的陌生男
子。该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在现场
找到受伤男子。民警实地勘查现场
后认定，这名男子身上的伤均是其
使用剪刀自残造成，遂将其带回派
出所调查。

因该男子舌头受伤无法讲话，民
警便取来纸笔，引导其写出自己的基
本信息。民警询问得知，该男子身上
的伤都是他自己用剪刀造成的，舌头
也是自己用剪刀剪伤的，但自残的原
因他却茫然不知。民警从公安系统

中查询该男子信息，却发现该男子身
份信息已于2012年8月被注销死亡。

民警立刻电话联系其户籍注销
地山东省成武县公安局南鲁集派出
所进行核查，发现该男子是一名失踪
24年的人员，其亲人从1995年至今
一直在找寻其下落，7年前，因为失踪
时间已经超过17年，其家人到公安
局将其注销死亡。

由于该男子伤势较重，民警一边
将其送往文昌市人民医院医治，一边
继续与成武县警方联系，7月7日晚，
经两地公安通力合作，冯家派出所民

警和远在山东的该男子的弟弟视频
通话，确认受伤男子就是其失踪已24
年的哥哥。

24年后终得团圆，7月8日上午，
文昌市人民医院住院部病房传出喜
极而泣的哭声，从山东赶来的两位弟
弟抱着病床上的哥哥失声痛哭。民
警了解到，该受伤男子已经47岁，患
有精神疾病，1995年在成武县老家
走失，已经在外漂泊流浪了24年。
这24年其兄弟家人一直没有放弃寻
找他。目前，该名男子已随两名弟弟
回到山东老家。

琼鲁两地警方联动

帮助“已死亡”男子找到失联亲人

本报临城7月9日电（记者张惠
宁 通讯员毛志君）临高县公安局7月
9日召开新闻通报会通报，经过4个多
月的艰苦工作，临高警方破获公安部

“2019-182”毒品目标案件，涉案的
2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共缴获各
类毒品1863.35克，成功摧毁了一个

横跨琼粤两省的贩毒团伙，斩断了一
条利用物流寄递运输毒品的渠道。

据介绍，2018年 12月初，海南
警方在办理一起吸毒案件中发现澄
迈籍男子吴某钦有贩毒嫌疑，经初期
线索指向，吴某钦贩毒涉及人员数量
较多且有跨省贩毒嫌疑。省禁毒总

队牵头，抽调临高警方精干力量成立
联合专案组跟踪经营此案，进一步摸
清了以吴某钦为首的贩毒网络架构，
吴某钦的毒品来源于广东省，上家徐
某豪等也逐渐进入侦查视线。

经查，吴某钦在工作中偶然认识
到有毒品来源的周某文，他向周某文

介绍了固定联系人徐某豪。徐某豪
向周某文购买毒品，再以物流寄递的
方式将毒品藏匿在鞋子、琥珀珠宝等
物品中寄出，两三天后吴某钦及其同
伙在海南海口、澄迈等地收到毒品后
分销至海口、澄迈等地。

4月25日，吴某钦又开始联系徐

某豪购买毒品，在查清团伙组织架构
和主要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专案组决
定对“2019-182”公安部毒品目标案
件进行第一轮收网。经过 4月 27
日、5月17日、6月11日和6月20日
的几轮收网抓捕，该毒品目标案件主
要犯罪嫌疑人已全部到案。

成品油价格今起上调
92号汽油每升涨0.12元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原中倩）根据国
家发展改革委官网新闻发布中心7月9日公布的
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信息，国内汽、柴油价格（标
准品）每吨分别提高150元和140元。省发展改
革委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调整我省汽、
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自7月9日24时起执行。

调整后，我省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89号汽
油 7.29 元/升，92号汽油 7.89 元/升，95号汽油
8.38元/升，0号柴油6.49元/升，每升分别上调
0.11元、0.12元、0.13元和0.12元。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压
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4.60元/立方米调整为4.68
元/立方米。

临高警方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

25人落网 缴获毒品1860余克

本报三亚7月9日电 （记者徐
慧玲 通讯员黄炬 冯谋瑞）7月9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海岸警察
总队（筹备组）三亚支队三亚港门派
出所获悉，该派出所经过缜密侦查，
近日成功侦破1起利用快递进行毒
品贩卖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
缴获毒品冰毒约40克。

据介绍，今年5月15日，三亚港门

派出所民警在某出租屋内发现数量较
多的可疑小吃包装袋、锡箔纸片和少
量可疑白色晶体粉末。经检测，该可
疑白色晶体粉末就是嫌疑人在拆装毒
品时遗留在出租屋内的冰毒粉末。

经调查，一名叫小伍的男子经
常出入该出租屋。警方在对小伍
进行近半个多月的调查后，发现犯
罪嫌疑人阿兰等人是与小伍直接

进行毒品交易的下线人员，而小熊
等人则是嫌疑人阿兰的下线人员，
并且小伍会定期前往快递公司签
收包裹，在领取包裹后直接前往酒
店拆解包裹。民警根据线索得知，
小伍包裹内的物品就是其贩卖给
下线人员的毒品，且包裹内的毒品
均被精心伪装成一小包的特产小
吃，让人难以察觉。

6 月 21 日，警方得知，犯罪嫌
疑人小伍购买的一批毒品将于当
天邮寄到三亚某快递公司，立即组
织警力进行布控抓捕。当天19时
30分许，民警在位于三亚市天涯区
某快递公司门口将领取快递后准
备离开的犯罪嫌疑人小伍成功抓
获，当场缴获毒品冰毒4小包，共计
约40克。小伍落网后，民警迅速对

其下线人员进行抓捕。截至7月5
日，民警相继将小黑、阿兰等7名犯
罪嫌疑人抓获。随着8名犯罪嫌疑
人的落网，一个以小伍为首，阿兰、
小黑等为下线成员的贩毒团伙被
成功捣毁。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上述
8人进行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当中。

三亚一贩毒团伙被捣毁

将毒品伪装成小吃 利用快递运送贩卖

三亚实施新能源汽车交通管理
差异化优惠政策

新能源货车限行标准
调整为4.5吨以下

本报三亚7月9日电（记者徐慧玲）海南日报
记者7月9日从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获悉，
为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发布了《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新能源汽车
交通管理差异化优惠政策的通告》（以下简称《通
告》），在全市范围内，新能源货车限行标准由“3.5
吨以下”修改为“4.5吨以下”，同时放开对新能源
汽车的限行管控等。

《通告》指出，“3.5吨以下新能源物流运输车
禁止限行”的标准调整为“4.5吨以下新能源物流
运输车禁止限行”。除非有特殊的管控任务外，三
亚对新能源客车、4.5吨以下新能源物流货运车辆
不实行限行，不再受2017年初向社会发布限制
4.5吨以下中小型货运车辆高峰期时段进入主城
区通行的管理规定的限制。

此外，三亚交警将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在道路公
共停车位中，设置一定比例的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
位，对随意占用新能源车位的行为将给予严格处罚。

本报八所7月9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文东雅）海南日报记者日
前从东方市教育局获悉，东方市重点
民生项目西南大学东方实验中学建
设工程目前正提速推进，学校招生工
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

据了解，为保证学校今年9月1
日正常开学，东方市教育局成立项

目工程后期推进领导小组，并将组
织相关部门于 7 月 15 日对学校进
行初步验收，目前该项项目已完成
投资 1.66 亿元，完成总工程量的
60%左右。

西南大学东方实验中学设计办学
规模4500人，90个教学班，其中初中
1500个学位，高中3000个学位，预计

5年内达到此办学规模。今年9月计
划招收第一批初高中学生共1000名。

在加快建设的同时，学校招生工
作也正在加紧进行。据学校负责人
介绍，初一年级招生采取抽签派位，
高一年级招生采取填报志愿的方式
进行。

据了解，西南大学东方实验中学

是一所东方人民政府与西南大学联
合开办的完全公立中学。据双方签
定的市校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开展
合作办学，东方市将依托西南大学优
质的教育资源、丰富的办学经验和成
熟的合作办学模式，以新的教育体
制、机制探索东方市基础教育阶段合
作办学的新模式。

西南大学东方实验中学今秋招生1000名
设计办学规模4500人，预计5年内达到此规模

三亚启动适龄儿童口腔预防干预项目

免费为6岁至12岁儿童
实施牙齿窝沟封闭2万颗

本报三亚7月9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卢
智子）近日，三亚市启动2019年适龄儿童口腔预
防干预项目，将为三亚市各小学6岁至12岁儿童
免费进行口腔检查，实施牙齿窝沟封闭2万颗，降
低龋齿发生率，提高青少年口腔健康水平。

今年三亚儿童口腔窝沟封闭项目在三亚中心医
院、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三亚口腔医院、三亚
拜博口腔医院、三亚微笑口腔门诊同时开展，现场对
全市57所小学学生进行口腔健康筛查。三亚已入
学的学龄儿童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下携带本人户口簿
到上述6家医院进行相关检查，不需要预约。医院
将符合窝沟封闭实施的学生列入项目实施对象，在
取得家属同意后为学生进行免费的牙齿窝沟封闭。

时 间：7月11日（星期四）
上午9：30-12：00；
主讲人：孙来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座主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系列讲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0898-65202275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不需要凭票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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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招

掀起禁毒新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