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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开展山洪灾害防御暨
水库应急抢险综合演练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王小芳）近日，
临高县在抱美一水库开展山洪灾害防御暨水库
应急抢险综合演练，提高防汛抗洪工作应急反应
能力，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据了解，此次演练分县、镇、村三级现场指挥
体系桌面推演、实战演练两个阶段，模拟临高县
境内普降大到暴雨，抱美一水库出现重大险情，
波莲镇立即组织先期处置，临高县政府启动应急
响应，统一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工作。

演练中，各小组成员根据演练工作指挥部的
统一部署，迅速妥善转移若干群众，并成功对危
险区设置警戒线，实施交通管制，防止群众回流；
应急抢险组出动冲锋舟，携带救援物资前往事发
水域解救受困群众；预警监测组巡查时发现大坝
出现管涌险情，立即上报指挥部，在指挥部的安
排部署下，应急抢险组带上编织袋等防汛设备赶
到管涌处实施抢险工作。

通过此次演练，临高进一步夯实了防汛抗洪
工作应急反应能力，提高沿河村庄防汛意识，加
强群众自我保护能力，同时检验与评估了全县各
镇防汛实战能力。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出实招

定安成立
青少年志愿服务队

本报定城7月1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黄祥）7月1日上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里沙塘
村青少年志愿服务队”成立仪式在定安县龙门镇
里沙塘村举行。

活动现场，由里沙塘村委会负责人向里沙塘
村青少年授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里沙塘村青少
年志愿服务队”的旗帜。青少年代表在授旗仪式
上表示，将自觉抵制不文明行为，投身到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大行动中。

据了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里沙塘村青少
年志愿服务队”是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
的努力推动下成立的。截至目前，共有近百名青
少年参与其中，他们将以身作则，积极投身到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大行动中，以点带面，带动身边
的人自觉抵制不爱护环境的行为，进一步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那大 7月 1日电 （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新州镇黄
村2019年底整村出列，建档立卡贫困
户109户 537人全部脱贫。今年以
来，在新州镇党建办的协调、管理和
指导下，村党支部发挥坚强堡垒作
用，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将扶贫产业
发展资金交由3家农业企业托管运
营，脱贫户都有分红；全村500余户村
民喝上自来水，彻底解决饮水难题；
用帮扶资金78万元，为每户村民免费
安装宽带，预交3年费用……7月 1
日，黄村党支部副书记吴健新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筑牢坚强堡垒，才能带
动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这是儋州市的乡镇党建办以农
村基层党建为抓手，推动脱贫攻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出现的新气象。

乡镇党委是抓农村基层党建的
“龙头”。2015年下半年，儋州市针对
乡镇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少、抓农村党
建不足等问题，在全省率先成立乡镇
基层党建办。儋州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李昌本说：“把力量下沉基层一线，
从优化整合党建资源入手，创新农村
基层党建体制机制。通过几年实践，

这一创新模式越来越成熟，在发挥乡
镇党委‘龙头’作用、提升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整体水平等方面，起到重要作
用。”2015年以来，儋州先后涌现出那
大镇屋基村、和庆镇和庆社区等26个
省市级先进基层党组织。

儋州市的乡镇党建办全面负责
协调、管理、指导村级基层党组织抓
好党建工作，指导基层党组织换届选
举等，督促指导村（社区）落实好“四
议两公开”，有效解决过去公开不全
面、不彻底、不经常、不监督和难监督
的老问题。健全服务群众机制，及时
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至今共有3000余
条意见建议被上级党委重视采纳。

儋州市发挥乡镇党委“龙头”作

用，提升农村基层组织整体水平，带
领群众齐心打赢脱贫攻坚仗、推动乡
村振兴。2019年，儋州全市贫困户
1666户5380人全部脱贫，36个贫困
村全部摘帽，贫困发生率从2015年底
的 10.09% 下 降 到 2019 年 底 的
0.03%。“村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重要
基石。乡镇选优配强村级班子队伍，
严把候选人资格审查关，确保选出品
德好、有担当、想干事、能干事的‘两
委’带头人，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
织保障。”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该
市村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好模范带头
作用，坚持将村民增收摆在首要位
置，创新发展思路，结合当地实际，充
分利用好资源优势，不断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帮
助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以抓党建推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等党的中心工作落到实处，儋州市
的乡镇党建办调动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员、村干部和普通党员工
作积极性，推动“两不愁三保障”政策
落实到每户贫困户，协助村党支部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木棠镇薛宅村党
支部原本软弱涣散，在镇党建办的协
调、管理和指导下，驻村第一书记杜卫
红选配致富能手薛凤驹任村支书，储
备6名后备干部，发展6名年轻党员，
彻底改变村党支部软弱涣散状况，带
领全村脱贫，使“空壳村”发生大改变，
今年村集体经济资产达80余万元。

儋州发挥乡镇党委作用，抓农村基层党建，提升农村基层组织整体水平

党建“龙头”领路 乡亲齐奔小康

6月30日我省无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马珂）
省卫健委发布：6月30日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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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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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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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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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7月 1日讯 （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李梦楠）7月1日，省教
育厅、省卫健委联合印发工作方案，
对 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
考试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
试（以下简称高考）疫情防控工作作
出部署。

根据方案，各市县高考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将为考点联系定点医
院，并向每个考点派驻1名防疫专业
人员担任疫情防控专职副主考，派驻
不少于2名医护人员和1辆救护车，
与疫情防控专职副主考和考点校医
共同组成考点医疗防控专班，确保考
试平稳顺利进行。

普通考场考生就座后
可自主决定是否佩戴口罩

方案明确，各考点要在考生和考
试工作人员进入考点的入口处设体
温检测点，检测点要设立多条体温检
测通道，对所有进入考点人员进行体
温测量；要设置足量通风、卫生条件
良好的标准化考场，其中包含普通考

场、隔离考场和备用考场等三类考
场。每天考试结束后，要对考场做一
次预防性消毒。

此外，各考点需要配备口罩、一
次性手套、水银体温计、手持式体温
检测仪等，有条件的考点还可配置
大通量无接触体温检测设备。考点
要按每人每半天1只的标准为考试
工作人员配备口罩，并为考生准备
一定数量的备用口罩（原则上考生
自备口罩）；要配备数量充足的速干
手消毒剂、含氯消毒剂、季铵盐类消
毒剂或其他有效的消毒剂。隔离考
场除上述物品外，还需准备工作服、
一次性工作帽、一次性手套、防护
服、医用防护口罩、防护面屏或护目
镜、工作鞋等。

考试当天，考生、考试工作人员
在每次进入考场前，要逐一接受体温
检测，并必须佩戴口罩，宜用速干手
消毒剂进行手消毒或者洗手。所有
考生、考试工作人员体温低于37.3℃
方可进入考点。第一次测量体温不
合格的，可适当休息后使用其他设备
或其他方式再次测量。考试当天有

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考生，须
安排在隔离考场考试。

考生进入考场时，须根据工作
人员的要求接受检查，必要时应摘
下口罩。进入考场就座后，考生可
以自主决定是否继续佩戴口罩；隔
离考场的考生则要全程佩戴口罩。
普通考场监考员须全程佩戴一次性
医用口罩。

每个考点设置3个以
上单人单间隔离考场

6月23日前和7月3日前，省考
试局会同卫健、公安和大数据管理部
门对所有考生进行两次健康状态数
据筛查。

对考前考生身体状况异常和监
测发现身体状况异常的，须经市县卫
健、疾控部门和医疗机构等逐一专业
评估，市县教育局依据专业评估建
议，在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前提下，综合研
判评估是否具备正常参加考试的条
件。凡不具备的，考生不得与健康考

生同考场考试。
此外，如已治愈未超过14天的

新冠肺炎病例、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
发热患者，以及筛查发现考前14天
内有境外或非低风险地区活动轨迹
的考生，须经市县卫健、疾控部门和
医疗机构等进行专业评估，市县教育
局依据评估建议，综合研判其是否可
以正常参加考试。经评估可以参加
考试的，安排在隔离考场单人单间参
加考试。

每10个普通考场要设1个隔离
考场，每考点不得少于3个，隔离考
场原则上须一人一间。当隔离考场
不够用时，在不影响考生正常考试的
情况下，经综合研判风险后，可采取
最前排、最后排或四角排位的方式多
人共用一间，但最多不超过4人。

隔离考场布置按照标准化考场
的要求执行，但应做明确标识，在外
围设置警戒线，设置专用防疫特殊通
道，同时配备具备防疫条件的监考员
和工作人员。

方案还对试卷防疫、网上阅卷等
工作的疫情防控作出了具体部署。

我省出台高考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每个考点派驻1名防疫人员2名医护人员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计思
佳）海南日报记者7月1日从海口市考
试中心获悉，今年海口高考分为普通
考场、备用考场和隔离考场三类考
场。全市10个高考考点均设置1个
备用及3个隔离考场，应急情况下还
可以增加，隔离考场原则上一人一
间。各考点配备1名防疫专业人员担
任专职副主考，派驻至少2名医护人

员和1辆120急救车。
据介绍，今年海口市高考考生达

14548人，全市共设10个考点，492
个考场。海口全市共抽调了2300多
人参加考务工作。为强化疫情防控

工作，海口成立高考防疫工作组，分
别制定考区及各考点的防疫工作方
案和应急预案。

考试期间，各考点考前和考中发
现考生或工作人员出现发热、咳嗽等异

常状况，由卫健部门检查后作出专业的
评估意见，教育部门结合卫健部门的意
见，综合研判其能不能继续参加考试。
针对重症考生，在定点的海南省人民医
院内设置了病患专用隔离考场。

考点均设1个备用及3个隔离考场

我省进一步精简
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材料
购买二手房申请贷款，取消“银行
转账凭证、契税”材料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薛
涛）海南日报记者7月1日从省公积金管理局获
悉，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和加强
便民利企服务，方便群众办事，我省进一步精简
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材料及流程。

在归集业务方面，新设立企业可实现“零”材
料登记住房公积金单位账户。单位经办人员通
过“海南e登记”平台注册企业同步登记住房公积
金单位账户，单位专管员后期可通过网上办事大
厅或临柜补充完善相关缴存信息后自主办理缴
存业务。

在提取业务方面，将取消“退休证明”材料。
实现“零”材料办理，经联网共享获取职工退休信
息实时办结；因职工社保未缴满15年或系统联网
核查不到职工退休信息的，职工应持“退休证明”
等材料临柜申请办理。

在贷款业务方面，购买二手房申请贷款取消
“银行转账凭证、契税”材料。买卖双方在存量房买
卖合同或协议中约定首付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金额，二手房房产价格认定，依据存量房买卖合同或
协议载明的购房价款、税务部门出具增值税普通发
票载明的计税价格（即发票中的“金额”）两者中的低
值予以确认。取消过户前“出售人的不动产权证书
或房屋所有权证”材料，提交过户后购房人的不动产
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用于办理贷款抵押。借款
人可在二手房过户前或过户后办理贷款，过户后申
请贷款的需在出证之日起60日内申请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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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海
南省医保政策宣传》专栏，选取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本专栏每周定期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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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政策：医保待遇及报销问：什么是“起付线”和“封顶线”？
答：起付线指的是医保基金的起付标准，参保人

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实际发生的“三个目录”内的医疗
费用，自己要先承担起付标准以下的费用，起付标准
以上的部分再由医保基金按规定、按比例报销。根
据地区、医疗机构、门诊或住院等情况的不同，起付
线标准也各不相同，从几百元到一千多元不等。

封顶线指的是医保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也就
是参保人在一个年度内累计能从医保基金获得的最
高报销金额。封顶线以外的医疗费用，参保人可以
通过参加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等办法解决。

问：如何计算医保报销金额？
答：参保人就医后，发生了药品、诊疗等费

用，其中药品又包括甲类药品和乙类药品，那么
报销的方法是：乙类药扣除自付后的费用，加上
甲类药全部费用，再加上诊疗等费用中符合医
保规定的费用，可用于累计参保人当年的起付
线。对于超过起付线、未达封顶线的费用，依据
患者本人参保类型、就医医院级别等按规定比

例报销。
比如：假设城镇职工老郭某次就医住院发

生了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诊疗等费用2000元，甲
类药品费用3000元，乙类药品费用5000元，乙
类药品的自付比例是10%，当地起付线是1300
元，本次就医的费用未超过封顶线，城镇职工医
保在该级别医院的报销比例为80%。

报销方法是：甲类药全部费用3000元，加上将

乙类药品扣除自付外的其余费用4500元（乙类药
品自付部分为5000*10%=500元），再加上符合医
保规定的诊疗等费用2000元，合计9500元。扣除
1300元的起付线，纳入报销范围的费用是8200
元。则本次老郭的医疗费用，医保能够报销8200*
80%=6560元，老郭需要自己承担3440 元（起付
线1300元 +乙类药自付的500元 + 医保政策范
围内按比例由个人负担的1640元）。

问：超出医保封顶线的费用怎么办？
答：超出基本医保封顶线的部分，可根据实际

医疗费用负担情况，纳入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范
围。大病保险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拓展和延
伸，主要对大病患者高额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支
付基础上再给予进一步支付。对参保居民经基本
医保支付后，超出大病保险起付线的费用，按规定
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

目前来看，大病保险政策范围内费用支付比
例达到50%以上，并且保障水平在进一步提升，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降低并统一大病保
险起付线”“报销比例由 50% 提高到 60%”。
2019年4月国家医保局联合财政部印发《关于做
好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也
明确起付线降低至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50%，同时要求进一步加大对贫困人口的支付
倾斜力度，贫困人口起付线降低50%，支付比例提
高5个百分点，并全面取消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封顶
线，进一步减轻大病患者、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

如果参保人是贫困人口或低保对象，还可以
申请获得相应医疗救助。 （策划 撰文/晓原）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傅人
意）7月1日，粤桂琼三省交界海域联
合执法行动启动。广东、广西、海南三
地相关部门共出动7艘船舶组成巡航
编队，自海口经琼州海峡西部至北部
湾北部及粤桂琼交界海域，目的在于
健全粤桂琼三地联合执法协作机制，
共同打击海洋、渔业各类违法行为，保
障琼州海峡海底光缆安全畅通及维护
粤桂琼交界海域海洋生态环境。

此次行动的主要任务是：重点打
击渔船违反休渔规定非法出海捕捞行

为；重点打击使用电、毒、炸及其他违
规网具违规作业渔船的违法捕捞行
为；打击渔业辅助船为捕捞渔船提供
收购、运输、补给等服务活动的行为；
打击休渔期间违规出海作业的涉渔

“三无”船舶；加强对外省籍渔船、跨海
区违规捕捞作业渔船的执法检查；打
击外籍渔船侵渔侵权行为；打击非法
采砂、无证倾废等各类海洋违法行为，
加强琼州海峡海底光缆巡护；加强渔

业安全生产检查，核查船舶适航、船员
持证情况，打击无故关闭北斗、AIS等
渔业无线电设备的行为；疫情防控期
间防偷渡工作的检查，防止偷渡人员
利用渔船偷渡、经渔港登岸。

本次行动实行“岸基联合指挥所→
巡航编队指挥所→执法工作小组”三级
指挥。在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
指挥中心设立2020年粤桂琼三省交界
海域联合执法行动岸基联合指挥所。

粤桂琼启动三省交界海域联合执法行动
共同打击海洋渔业违法行为

白沙史志馆开馆

本报牙叉7月1日电（记者曾毓
慧 通讯员黄晓莹）7月1日上午，白沙
黎族自治县史志馆开馆。当天，《中国
共产党白沙历史》（二卷）发行仪式在
该县史志馆前举行。

据悉，白沙史志馆位于白沙政府
综合楼大院，分为馆藏区、阅览区、办
公区三个功能区，收集了白沙在不同
时期的历史人文资料、党史、地方志、
社会风情、黎苗文化和一些部门资
料。此外，该馆还收录了省内部分市
县的党史、方志、年鉴资料，现馆内藏
书共计3.2万册。

《中国共产党白沙历史》（二卷）全
书由正文、注释、结束语和后记等四部
分构成，全面、真实地记述了1950年
海南解放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这28年时间里白沙的历史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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