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将新增1.2万个
公办幼儿园学位

本报海口 6 月 29 日讯 （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刘伟）海南日报记
者从 6 月 29 日上午召开的海口市
龙华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
次会议上获悉，今年龙华区将新建
7所公办幼儿园，改造、回收一批其
他性质的幼儿园，新增 1.2 万个公
办幼儿园学位。

据了解，龙华区今年将推进多元
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新建1家医养
结合养老服务机构，改造一批农村敬
老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
新改扩建面前坡学校、滨海小学、城
西小学、农垦三小等一批中小学，新
增义务教育学位8000个。实施公办
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安保一键报警项
目。做好提升学前教育“两个比例”
工作，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1.2万个，
确保实现“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0%以上，公办幼儿园就读幼儿比例
达到50%以上”的目标。

6月 28日，位于儋州市
新州镇南岸村的一个海头地
瓜种植基地里，农机声隆隆，
随着犁铧的转动，一个个红色
的海头地瓜被翻出地面。来
自附近村庄的村民忙着捡拾、
挑选、打包、装车，田间呈现出
一派繁忙景象。

据了解，今年海头地瓜行
情较好，销售价格比往年高出
30%左右。该基地今年种植
海头地瓜约1000亩，带动了
周边村庄村民务工就业。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儋州

千亩海头地瓜
迎来丰收季

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医保政策宣传工作，加深广大群众对医保政策的理解，省医疗保障局在《海南日报》特开辟
《海南省医保政策宣传》专栏，选取典型问题答疑解惑，本专栏每周定期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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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参加医保后，参保人能够享受怎样
的报销待遇？

答：从全国总体情况看，住院保障方面，
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
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0%左右和70%左右，统
筹基金年最高支付限额分别达到当地职工

年平均工资或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
倍左右。门诊保障方面，职工医保和居民医
保普遍开展了门诊慢性病（特殊疾病）保障，
居民医保还普遍开展了门诊费用统筹。

问：医保可以报销哪些医疗费用？
答：一般情况下，医保费用的报销遵循几

条规则，只要在这几条规则的范围内的医疗
费用都是可以报销的：在正常享受待遇期内
（医保没断缴）；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符合
“三个目录”范围；在起付线以上和封顶线之
内。反之，在规则外的费用就不可以报销。

问：什么是医保的“三个目录”？
答：由于医保基金有限，不可能覆盖所有

的医疗需求，因此为保障参保人员的基本医
疗用药需求，合理控制医疗费用支出，规范基
本医疗保险用药、诊疗等方面的管理，保证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健康运行，医疗保障部门
规定了基本医疗保险对药品、诊疗项目和医

疗服务设施的报销范围，俗称“三个目录”。
参保人员使用药品、发生诊疗项目或使用医
疗服务设施产生的费用，如果属于“三个目
录”内的，可以按规定进行报销；不属于“三个
目录”内的，医保不予报销。目前常见病、多
发病的主要治疗用药都已纳入目录。

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还分“甲类”和
“乙类”，两个分类的药品在计算报销金额
时，纳入报销范围的比例也不同。

医保药品目录内的甲类药品是临床治疗
必需、使用广泛、疗效好，同类药品中价格低
的药品。参保人使用这类药品时，可以全额
纳入报销范围，按规定比例报销。乙类药品
是可供临床治疗选择使用、疗效好，同类药品
中比甲类药品价格高的药品。参保人使用乙
类药品时，要先按比例（各地不同）扣除一定
的个人自付费用后，将余下费用纳入报销范
围，按规定比例报销。 （策划 撰文/晓原）

问：如果单位不给职工缴纳医保，
职工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答：一般来说，职工医保是并在职
工社保中一起缴纳的，如果单位拒绝
给职工缴纳医保，很可能其他社保也
没有缴纳。职工可以这样维护自己的

权益：第一，与单位交涉或协商。如果
工作单位不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员
工可以向单位工会反映，请求工会出
面与单位管理层进行协商解决；没有
工会组织的，员工代表可直接和用人
单位高层进行协商和沟通。第二，提
起劳动仲裁。与用人单位协商不能解
决问题的，可向当地劳动仲裁部门提
起仲裁。第三，提起诉讼。对仲裁结
果不服，或是单位拒不履行仲裁决定
的，可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维权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合法
维权。千万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做有
违法律底线的事情。第二，积极收集
有关证据。比如劳动合同、出勤记录，
工资记录、工作牌等相关书面证据或
是音像证据。第三，法律援助。在维
权过程中，员工属于弱势的一方，可向

当地司法部门申请法律援助。
总之，如果用人单位不为员工办

理社保，经过协商和交涉仍拒不改正
的，属于违法行为，员工有权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采取合法行动，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

问：单位给职工缴纳医保，能否单
位出钱、职工个人不出钱？

答：也是不行的。职工医保的缴
费，单位和职工个人双方都要负责。
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基本医保有关规
定，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应按属
地原则参加所在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
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在用人单位为职
工参保缴费的同时，个人也有缴费的
义务。所以大家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
时，自己也应缴费。

医保政策问答：参保缴费 医保政策问答：医保待遇及报销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黄媛艳 欧英才

碧海蓝天之间，椰树迎风摇曳，
海浪追逐着沙滩，俊男靓女在此定格
甜蜜瞬间，孩童老人在此度过闲暇时
光，在三亚市三亚湾，美丽的风景随
处可见。

事实上，这里也是2020年第六
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以下简称亚沙
会）多个竞赛项目的场地。鲜为人知
的是，为了64棵树的留存，这里曾上
演竞赛项目为树木转移场地的故事。

力争不动一棵树！这是环保亚
沙会的生动体现。“从办赛角度看，三
亚湾是举办沙滩田径竞赛的绝佳场
地。”亚沙会组委会沙滩田径项目竞
赛助理赵显赫说，三亚湾人气旺，从
天然的沙滩和海水，到水、电配套设

施和交通设施，各方面都非常适合举
办沙滩田径项目赛事。

赵显赫的分析不无道理。三亚
湾海岸带被称为“椰梦长廊”，这里沙
滩洁白细软，海面开阔，岸边绿树成
荫，被游客誉为三亚的“城市客厅”。
沙滩田径项目的竞赛场地选择在三
亚湾亦是多位赛事专家现场考察后
的一致决定。

“从2019年9月开始，三亚旅文
集团对亚沙会所有的竞赛场地进行规
划设计，同年11月，沙滩田径项目亚
奥理事会的技术代表到三亚现场考察
选址。”亚沙会组委会体育部执行副部
长王江洪回忆道，“3天的时间里，技
术代表实地走访了三亚的多个沙滩、
景区，专家们反复沟通协商，初步选定
三亚湾为沙滩田径项目的竞赛场地。”

“游跑两项、沙滩木球竞赛场地
计划安排在三亚湾，考虑到赛场的连
贯性和聚集性，为打造一站式的观赛

体验，沙滩田径项目的竞赛场地也计
划安排在三亚湾。”三亚旅文集团文
化产业公司项目经理王乾说。

王江洪透露，在亚沙会17个竞
赛大项中，沙滩田径项目竞赛场地最
先选定。确定竞赛场地后，各项设计
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然而，在实际
勘探过程中，亚沙会组委会相关负责
人遇到了一个难题。

“沙滩田径项目的竞赛特点比较
特殊，涉及的路程特别长，从三亚湾
沙滩跑转换到平地跑需要一片过渡
带，如此一来，就涉及要移开一部分
三亚湾的绿化带。”王乾说，经过反复
计算，建设方需要移栽64棵树，包括
小叶榄、椰子树等景观树，有的树龄
达10年以上。

一时间，大家陷入两难的选择：
继续选择在三亚湾举办沙滩田径竞
赛，就要挪动64棵树；更换竞赛场
地，规划、勘探、制图、设计等工作要

重做一遍。
如何抉择？三亚市相关领导多

次调研后决定：调整沙滩田径项目竞
赛场地！

“三亚主动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
责任担当，亚沙会以‘时尚、环保、精
彩、盛大’为办赛理念，环保办赛的理
念要始于心、践于行。”亚沙会组委会
副秘书长、三亚市副市长周俊说。

“赛场的调整是一项系统性的工
作，从场地的规划、施工图设计，到电
力配套、停车场配套、市政配套、通信
配套等，每项工作都不能马虎。”王江
洪说，今年3月，沙滩田径项目竞赛
场地最终选址三亚市海棠区海棠广
场西侧，“沙滩田径项目成为亚沙会
17个竞赛大项中最晚确定竞赛场地
的项目，从最早到最晚，守住了生态
环保的底线，办赛才更有意义，这也
是这次选址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本报三亚6月29日电）

三亚积极践行生态环保的办赛理念，爱护城市的一花一木

亚沙会沙滩田径项目为64棵树挪地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6 月 28 日，位于琼海市嘉积镇
的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海南
校区（以下简称海淀外国语海南校
区）绿树成荫、书声琅琅。海南日报
记者看到，该校各类教育、教学设施
齐全，音乐厅、室内外网球场、高尔
夫球场、水上运动中心等艺术、体育
场地，以及拓展基地、生态基地等学
习和实践设施，为学生的学习生活
提供了多元发展空间。

“帆板运动特别有趣，它让我的
身体变得更强壮。”在该校水上运动

中心，正读初一的学生万铧泽结束了
一天的训练，虽然火辣辣的太阳光将
他的皮肤晒得黝黑，但他仍十分享受
这项运动。

除了帆板以外，万铧泽的游泳、
钢琴也学得不错，可谓多才多艺。“我
没有报课外辅导班，这些都是在学校
里学的。”万铧泽说。

正如万铧泽所言，当前海淀外国
语海南校区开展的学业和体育成绩
兼顾的“双优”教育，注重身体和智慧
双修，让学生在校内不仅能学好文化
课程，还能通过接受专业系统的运动
教育实现全面发展。

“学习‘双优’课程的学生不仅文
化要优，运动也要优。”海淀外国语海
南校区校长王亮介绍，目前，该校开
设的“双优”运动课程主要有马术、击
剑、高尔夫、网球、水上运动。

在众多的专业教师中，负责帆板
运动教学的黄贻凯“来头不小”，他曾
是中国帆船帆板队运动员。“这里的
硬件条件一流，我希望能在这里发挥
出我的特长，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
学生在国际赛事中取得好成绩。”望
着水上运动中心波光粼粼的水面，黄
贻凯充满期待地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优秀的

教师队伍是海淀外国语海南校区
开展特色教育的有力支撑，该校的
管理团队和骨干教师均由北京市
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直接委派，外
籍教师均为来自教育发达国家且
拥有多年国际课程教学经验的优
秀教师。

“名师授课不仅让学生享受到优
质的教育资源，也为琼海积累了丰富
的人才资源，助推本地教师队伍的发
展。”琼海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从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来到海淀外国语海南校区的教师人
才已达330余人。琼海借助该校教师

人才优势，对全市教职工进行培训，
促进了当地基础教育的发展。

同时，海淀外国语海南校区的落
户，也为当地的营商环境带来了可喜
变化。“我们引进自贸港建设需要的
人才，需要为人才子女营造良好的受
教育环境，海淀外国语海南校区落户
琼海，增强了琼海引才的吸引力。”琼
海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

海淀外国语海南校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学校将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打造“双优”教育品牌，为海
南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嘉积6月29日电）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海南校区擦亮“双优”教育品牌

文体结合施教 学生内外兼“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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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中后期海南岛大部
将迎来“降温雨”
高温天气有望缓解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吴
洁飞 吴春娃）海南日报记者6月29日上午从海
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前期（6月29日至
30日）海南岛西北半部地区仍维持37℃以上的高
温天气；中后期（7月1日至5日）全岛降水普遍增
多，高温天气有所缓解。

据悉，海南省气象局6月29日16时10分继续
发布高温四级预警：预计6月30日白天，海口、临
高、澄迈、定安、儋州、屯昌、昌江、白沙和东方9个
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37℃以上的高温天气。

陆地方面：6月29日至30日，受西南气流影
响，全岛晴间多云，西北半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
南部地区有分散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北
半部地区36～39℃，局地可达40℃，东南半部地
区32～35℃，局地可达37℃；最低气温内陆地区
24～27℃，沿海地区27～30℃。

7月1日至5日，受偏南暖湿气流影响，海南岛
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和南部地区有中
到大雨、局地暴雨。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
北半部地区33～36℃，南半部地区29～32℃；最
低气温内陆地区23～25℃，沿海地区26～29℃。

6月28日我省无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6月28日0时至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6月28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71例，其中境外输入2例。
死亡病例6例，出院病例165例。确诊病例中，海
口市39例、三亚市57例、儋州市15例、文昌市3
例、琼海市6例、万宁市13例、东方市3例、澄迈县
9例、临高县6例、昌江县7例、陵水县4例、定安县
3例、保亭县3例、乐东县2例、琼中县1例。

截至 6 月 28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7057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942人，尚有115人正
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6月28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38例，其中解除隔离35例，尚在医学
观察3例［分别为刚果（金）、英国、俄罗斯输入］。38
例无症状感染者中，海口市9例、三亚市22例、东方
市2例、陵水县1例、万宁市1例、琼海市1例、乐东县
1例、定安县1例；28例为境内，10例为境外输入。

海口龙华区

综艺节目《夏日冲浪店》
在万宁录制

本报万城6月29日电 （记者袁宇）6月 29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委宣传部获悉，综艺节
目《夏日冲浪店》近日在万宁日月湾录制。明星嘉
宾们在日月湾和冲浪教练一起用21天时间共同
经营一家夏日冲浪店。

据了解，参与录制《夏日冲浪店》的有黄轩、韩
东君、乔欣、黄明昊4位常驻嘉宾和安崎、赵小棠
两位飞行嘉宾。节目录制过程中，几位常驻嘉宾
每天过着出海冲浪、经营店铺的生活。

嘉宾们在体验冲浪生活的同时积极宣传海洋
环保理念，每次去海边都自觉捡拾垃圾。保护海
洋环境是成为冲浪达人的必修课，也是嘉宾们冲
浪生活的重要守则。《夏日冲浪店》节目组相关负
责人表示，日月湾纯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
非常感谢节目录制期间海南省旅文厅给予的大力
支持。

《夏日冲浪店》由爱奇艺原创出品，春田影视
公司承制。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6月28日12时-6月29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5

6

3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4

14

10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关注亚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