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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线下审核33 及时预约时间，带齐材料接受线下审核
对于信息不全、不清晰或因情况特殊而无法做出线

上审核的，招生老师将做出“转为线下审核”的结果。
“转为线下审核”的家长要及时在“码上办事”APP

进行预约，提前准备好所需的材料原件和复印件，按照预
约时间到现场审核。

居住单位房的除携带户口簿等，还要携带单位证明，
准备好物业、水电清单等相关佐证；社保材料审核未通过
的，最好打印满一年的社保清单；自建房无房产证的，最
好带齐土地证、社区居委会证明、水电清单等。

审核不通过22
建议回原籍或到

民办学校就读
对于户籍、社保、

租赁、居住等条件明显
不符合的，招生老师将
作出“审核不通过”决
定，建议此类新生回原
籍就读或到民办学校
就读。

表示已申请到学
位，按提示时间领取通
知书

“审核通过”意味
着新生顺利申请到片
区学校学位，无须线下
递交材料，按提示时间
到学校领取通知书即
可入学。

审核通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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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

8月 10日上午，一面写着“助人
为乐 见义勇为”两行金字的锦旗，送
到了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秀英区大队
长秀路救援站一位小伙子手中。

收到锦旗的小伙子叫刘晋强，祖籍
山西的他从小在海南长大，是长秀路救
援站的副站长。8月6日下午，他在海
口国贸路街头救下一位意外摔伤的老
人，善举得到众多媒体和市民点赞。

刘晋强回忆，事发当天他正巧轮
休，陪着母亲左梅霞外出用餐。大约
17时许，他和母亲走在人行道上，一
位老人突然弯着腰从身边跑过。仔细
一看，老人口鼻处沾满鲜血，裤子膝盖
处还磨破了个大洞，这些异常引起了
母子二人的注意。

“大爷你这是怎么了？流了这么
多血！”左梅霞首先发问，但老人没停
步，而是一边跑着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摔倒了，摔倒了。”听到回答的刘晋强
不放心，停下脚步观察老人的情况。
突然，老人跑开数十米又重重地摔倒
在地。

刘晋强快步跑到老人身边，首先
检查了老人的伤势，当发现老人头部
血流不止，他第一时间帮助老人固定
身体、摆正头部，同时拨打120急救电
话告知老人伤势和地址，并用纸巾按
压住老人的伤口，但所有纸巾很快被
鲜血浸透。一位路过的女士见状也加
入了急救队伍，帮助老人止血。

由于失血较多，老人的身体突然开
始抽搐。为让老人保持清醒，刘晋强
不停地说话，安抚他的情绪。在老人
无法言语的情况下，左梅霞仔细翻看
了老人随身携带的小包，随后在包里
找到一部手机，逐一拨打通讯录上的电
话，终于联系上了老人的女儿黄女士。

经过十来分钟的紧急施救和焦急
等待，救护车抵达现场。因为施救送
医及时，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在经过
止血缝针后已顺利出院，目前正在家
中休养。

黄女士告诉刘晋强，父亲今年
78岁，患有糖尿病，出事前一天就感
到身体不适，没想到出门没多久就发
生了意外。她希望能留下刘晋强的
联系方式，待父亲康复后道谢，却被
刘晋强婉拒。

“如果不是他，真不敢想象后果会
怎么样，真的很感谢他！”黄女士说，老

人出院后就一直牵挂着要对刘晋强等
人道声“谢谢”，后经多方打听，并在媒
体上看到新闻报道，终于顺着报道中
的线索把锦旗送到了长秀路救援站，
又找到了左梅霞工作的省检察院，当

面向她致谢。
“其实就是举手之劳，当时没想那

么多，就像平时出警一样，要尽力挽救
眼前的生命。”谈及救人善举，刘晋强
很淡然。

左梅霞也说：“有人在眼前出了意
外，怎么能不搭把手？当时还有位女
士也帮了忙，一样没留下联系方式，在
我心里，她也是‘最美市民’。”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

锦旗送给热心的你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李梦楠）海南省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日前已全面
启动。考虑到高考延期等因素，今年
受理时间延长至10月10日。截至
目前，我省已受理1.37万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贷款申请，受理金额为
1.01亿元。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开
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

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
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
（市、区）办理的助学贷款。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
学士学位学生、高职生、预科生）每人
每年申请额度不超过8000元，不低
于1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
申请额度不超过12000元，不低于
1000元。

根据有关规定，该项贷款的贷款

期限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
年。学生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
补贴；毕业后，还本宽限期内，借款人
只需偿还利息，无需偿还贷款本金；
2020年新办理的助学贷款，还本宽
限期从3年延长至5年。

按照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为避
免人员聚集，方便学生办理贷款，今年
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远程续贷服务。
我省的续贷学生可通过人脸识别认证

方式，在线完成贷款申请、合同签订等
一系列操作，实现“零接触”办贷。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分行和海南
省学校后勤与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
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要警惕各种电
信诈骗，对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
手机验证码等信息的，或要求自行缴
纳费用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以防上
当受骗。同时，也提醒借款学生树立
诚信还款意识，毕业后遵照合同约定

按时还款，避免因还款不及时而影响
个人征信。

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全国统
一服务热线：95593；申请网址：国家
开发银行学生在线系统（www.csls.
cdb.com.cn）。海南省学校后勤与学
生资助管理办公室联系电话：0898-
66529459。贷款申请流程、各市县
资助中心电话可关注省教育厅微信
公众号查看。

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启动
已受理1.37万人贷款申请，受理金额1.01亿元

扫码看刘晋强街头救助老人

刘晋强工作照。（受访者提供）

“椰城市民云”融入支付宝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 （记者计思佳 习霁

鸿）海口“椰城市民云”APP与支付宝市民中心融
合，功能更多更方便了！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
科工信局获悉，8月10日起，海口市民打开支付
宝APP，在首页搜索“海口”或进入“市民中心”，
即可直接使用“椰城市民云”提供的热门本地服
务，还可跳转小程序，使用公积金查询、交通违法
查询等多项公共服务。

支付宝方面表示，此次融合最大的亮点在于
“椰城市民云”的入口更好找了。市民可直接在支
付宝首页点击“市民中心”使用椰城市民云和支付
宝联合推出的多项公共服务，其中电子证件、不动
产登记查询、外地车服务、出租车司机考试、找公
厕、车主服务是首次开通的本地特色服务。

海口市科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椰城市民
云”APP于2017年12月上线，是海口城市大脑面
向市民提供服务的移动端总入口，目前已整合63
家省、市级单位的478项公共服务，涵盖社保查
询、医疗档案、公积金、不动产、驾驶证、行驶证、预
防接种、个人信用等方方面面，用户注册量已超过
181万。

“此次与支付宝市民中心深度融合，是‘椰城
市民云’入驻支付宝小程序后又一创新举措，希望
通过支付宝丰富的生态资源，将其升级为符合海
南自贸港发展的‘一网通办’公共服务平台。”该负
责人说。

“椰城市民云”APP是海口城市大脑的重要
一环。截至目前，“城市大脑”数据资源平台接入
海口市级单位数据40家，省级单位36家，社会企
业数据12家，政务数据上云总量7亿条，为海口
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有了海口城
市大脑强大的数据支撑能力，“椰城市民云”APP
得以持续稳定地面向本地市民、企业、游客提供公
共服务最优解决方案。

本报那大8月10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何万常）
海南日报记者8月10日从共青团儋
州市委获悉，该市近日发出“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倡议书，呼吁全市各机
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捐款资助因家庭贫困无法筹集
学费而面临辍学的应届大学新生，用
温情和爱心为贫困学子撑起一片希
望的蓝天。该活动即日起至9月2日
结束。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的资助

对象，是2020年被全国普通高等院
校录取的农村贫困家庭及城市低收
入家庭应届考生（不含军校生、免费
师范生），资助标准为每人5000元。

参与“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的
单位和个人，捐款数额不限。单位
（企业）或个人可与贫困学生结对帮
扶，由资助人指定贫困学生，资助形
式自定，与贫困学子定向结对资
助。所有善款统一发放到每个受资
助贫困大学新生手中，并接受社会
监督。

启动“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本报万城8月10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梁振玮）8月10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共青团万宁市委了解到，
为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子女圆大学
梦，万宁市将启动2020年“精准扶
贫·爱心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每
位符合资助条件的贫困大学新生将
获得3000元至5000元的助学资助。

据介绍，万宁此次希望工程圆梦
行动的资助对象为2020年被全国普
通高等院校录取的万宁籍且在海南参
加高考的本科大学生。希望工程资助

对象需遵纪守法，勤奋诚实，品行优
良，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
户、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子女优先。

此外，父母一方是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国企编制人员（除家庭成员有重
大疾病或其他重大变故开销较大，或
是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报送材料
不齐全或不及时；报送情况虚假；受助
生以各种名义大摆升学宴；考生考取
的学校为免学费类院校或专业；考取
普通高等院校后放弃就学资格的，不
予受理资助或取消资助资格。

助贫困学子圆大学梦

海师与海口秀英区教育局
合办海口新海学校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8月9日，海口市秀英区教育局与海南师
范大学签订协议，委托海南师大教育服务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海口新海学校，向该校输送先进的办
学理念和管理经验，争创海南省示范学校。

据悉，海口新海学校是九年一贯制公办学
校。托管后，该校拟更名为“海南师大海口新海学
校”，由海口市秀英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海南师
大教育服务公司定期召开办学工作会议，共同决
策学校重大事项；由校长全面负责学校的日常管
理工作，并执行办学工作会议决议。

同时，该校将积极组织教师开展各级各类教
研和教师培训活动，探索提高教学质量和增强学
校素质的策略与方法，努力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争取一年内将学校建成海南
师范大学“大学生实践实训基地”，打造成“秀英
区教学人才孵化基地”。

海口警方发布悬赏通告
征集一起持枪杀人案线索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陈烽）8月10日，海口市公安局发布一则悬赏通
告，征集一起17年前发生的持枪杀人案线索。

据了解，2003年8月初，海南省海口市美兰
区蓝天路金兴大酒店内发生一起持枪杀人案，造
成两人死亡，死者身上的手机和金项链等物品被
抢走。其中一条金项链吊坠的正面有猴生肖图
案，背面有观音像图案，另一条金项链吊坠为鸡
心型。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为男性，作案时非法持有
能发射军用子弹的手枪。

海口警方希望广大群众积极举报，对提供重
要线索（如提供被抢的金项链等财物下落）的群
众，视情况奖励2万至5万元人民币；直接提供线
索，协助抓获此案犯罪嫌疑人的群众，奖励30万
元人民币，知情不报者，依法严惩不贷。

海口义务教育招生
咨询窗口启动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计
思佳）为方便市民开展咨询，8月10日
至9月10日，海口市教育局将设置

“海口市教育局义务教育招生咨询窗
口”，地点为海口市海甸岛三西路15
号（海口市考试中心一楼）。

该窗口工作时间为8：30—12：
00，14：00—17：30，海口市教育局
招生咨询电话为68724610。工作
日的上述时间段内窗口均有人负责
现场答疑及接听电话，市民可到现
场咨询或拨打电话询问。

海南本周局地有大暴雨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吴

洁飞 吴春娃）海南日报记者8月10日从海南省
气象台获悉，预计本周前期海南全岛多云，局地有
阵雨或雷阵雨；中后期全岛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
13日～14日局地有大到暴雨。另外，今年第6号
台风“米克拉”向福建沿海靠近，对海南岛陆地和
近海无直接影响。

陆地方面：预计8月10日～11日，受偏南气
流影响，全岛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
温32℃～35℃，最低气温23℃～27℃。

12日～16日，受季风槽影响，全岛有阵雨或
雷阵雨，其中13日～14日局地有大到暴雨。最
高气温30℃～33℃，最低气温22℃～26℃。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8月9日12时-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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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4

17

20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关注招生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

8月8日起，海口市小学、初中招
生工作进入信息审核阶段。海南日
报记者走访、采访了解到，海口多数
学校已开始线上审核工作，近期将陆
续公布审核结果。近日，已有部分家
长接到了审核结果通知。

“大数据核验”是今年海口市
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的最大亮点。
利用省大数据平台对申请人填报
的户籍、居住证、住房和社保信息
等进行核验，学校根据大数据比对
核验信息作出初审意见，更加方便
快捷。线上审核具体如何开展？
审核通过率如何？未通过审核的
主要原因有哪些？海南日报记者
进行了走访调查。

信息5分钟审核完毕

8月10日上午，海南白驹学校教
务处，6名教师正在电脑前对新生入
学信息进行审核。今年该校小学报
名900余人，初中报名800余人，所
有入学申请信息都可通过系统后台
查询并审核。

教师王人奋现场演示了审核流
程：表格形式呈现申请人入学信息，
白色框内是申请人自主填报内容，蓝
色背景框则是大数据平台从公安、人
社、住建、资规局等各职能部门自动
调取的户籍、社保、房产等信息。

点击“查看数据”即可看到申请
人填报以及提交的户籍、出生证、居
住证、房屋租赁证、购房合同、房产证
等信息和证件图片，同各职能部门调

取的信息比对一致后，则直接点击审
核通过。

“海口城区户籍适龄儿童和乡镇
户籍适龄儿童、非海口市户籍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需要的材料虽然不同，但
平均下来5分钟就能完成一名学生入
学信息的审核。”王人奋说，以前家长
网上申请报名和填报材料后，学校要
派大量的工作人员到各单位核实信
息，并进行入户调查，家长也要奔走各
单位开证明。而今在引入互联网大数
据核验后，海口市至少有六至七成的
义务教育学位申请者不用“跑腿”。

线下审核需及时预约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系统页面
上学校的初审意见分为审核通过、审

核不通过、转为线下审核、重新分配
学区4个。

审核通过后家长无须再现场提
交材料，待学校复审无误后即可直接
领取入学通知书，截至 10日 16时
许，海南白驹学校小学和初中均已初
审300人左右。

“重新分配学区通常是因为居住
地址填写有误或地图定位偏差等，入
学信息可能会分配到错误的学校，我
们发现后会发回由教育部门重新分
配。”王人奋介绍。

对于信息不全、不清晰或因情况
特殊而无法做出线上审核的，招生老
师将转到线下审核。老师们表示，审
核过程中发现有的家长上传材料不
齐全，或误传证件照片等，都需要转
为线下审核，重新核查材料。此外，

租赁证、社保等没有效衔接，祖屋、自
建房、单位房等特殊情况需要镇（街
道）、村（居）委会开具相关辅助证明
材料的，通常也需线下审核。

而对于户籍、社保、租赁、居住等
条件明显不符合的，老师将作出“审
核不通过”的决定，建议此类新生回
原籍或到民办学校就读。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转到线下审核的，如片区学校开放预
约功能，家长可在“码上办事”APP的

“学位申请服务”中申请，并进行预
约。若学校未开放预约功能，则请家
长耐心等待学校通知。该负责人还
提醒，线上审核阶段，请家长保持手
机畅通，关注短信通知，也可以通过

“码上办事”APP实时关注审核进
展。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

刘晋强获赠锦旗。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肖帅 摄

海口小学初中招生工作进入线上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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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配学区
学校将信息退回教育局，由教育局

调配到准确片区
申请人因输错地址或定位错误，导

致被分到非片区学校。片区学校会按照
申请人填报居住地址对片区进行确认，
如发现申请人不属该片区，学校会将该
申请人信息退回到主管教育部门，由市
区教育局按照管理权限对申请人片区进
行调配，然后由片区学校线上审核该学
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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