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畅通渠道

三亚对紧急类涉旅办件
启动30分钟响应机制

本报三亚5月21日电 （记者李艳玫）5月 21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管
理办公室（以下简称“三亚12345热线”）获悉，该市
启动紧急类涉旅办件30分钟响应机制，进一步保障
三亚旅游市场秩序平稳。

三亚12345热线在受理市民游客的诉求后，由
热线旅游专席在线协调解决，在线协调不成功的、
紧急涉旅类的办件第一时间派单并通知三亚相关
职能部门处理，职能部门要在30分钟内响应，联系
投诉人或前往现场核实，并将处理情况进行反馈，
确保每个办件得到及时回应、及时解决，确保“舆情
不过夜”，使社会矛盾及热点问题得到有效化解。

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至19日，三亚12345和
12301两条热线共受理市民游客诉求46669件，较
上月同期（45587件）上涨2.37%。已办结44070
件，办结率94.43%，2599件正在处理中，共为市民
游客争取理赔金额超17万元。

此外，为进一步畅通反映渠道，三亚还将通过微
信公众号、头条、抖音等新媒体账号推送各类节日旅
游温馨提示，公开24小时值班热线电话，扩大宣传引
导影响力，充分利用好每一份热线力量，为市民游客
旅游出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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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海口市教育局、省大数据管理局码
上办事团队就家长在公办幼儿园学位申请操作过
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予以解答。另针对家长在申
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省大数据管理局已成立专
项保障小组，家长可以拨打0898-12345政府服
务热线进行咨询。

报
名
怎
么
操
作
？
如
何
修
改
申
请
？
遇
到
这
些
问
题
，看
这
里—

—

海
口
公
办
园
学
位
线
上
申
请
十
问

抗高温 保生产

本报嘉积5月21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
员陈卓）连日来，琼海市出现持续的高温天
气，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不小影响。位于琼
海市中原镇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南岸南片安置区工程是琼海市重点项目之
一，为了保障高温天气下工程施工有序进行，
施工单位通过一系列防暑降温措施化解高温
给工程施工带来的不利因素，保障工人身体
健康。

据了解，为保障工程施工进度，施工单位
近日针对高温天气对作业时间做出了调整，
采取上午早开工、早收工，下午晚开工、晚收

工的施工安排，以避免高温时段户外作业引
发中暑事故，影响工人身体健康。

“为避开高温天气，我们上班的时间调整
为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班组也
会定时提供绿豆汤，且在工人住宿和吃饭的
房间都配备了空调。”乐城先行区南岸南片安
置区工程项目施工人员郭继贤说。

据乐城先行区南岸南片安置区工程项目
总工吴泰亨介绍，为做好工地的防暑降温工
作，施工单位还组织了防暑演练和培训，同时
为工人准备充足的板蓝根、藿香正气水等防
暑物资，还安排了洒水车不间断地洒水降温。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余梦月）近
日，海南多次发布高温预警，炎热的天气对师
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海南大学发布《关于做好高温天气户外教学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采取切实措
施保障师生身心健康。

海南大学教务处处长邱锡光介绍，《通
知》结合海南省本地的气候条件，对海南大学
部分户外教学活动进行了适当调整。比如，
《通知》明确，当气象部门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时，学校将停止当天白天户外教学活动；发布
橙色预警时，最高气温3个小时内停止当天

白天户外课程教学，其他时间可适当缩短教
学时长，具体由教师根据活动强度决定；发布
黄色预警时，户外教学活动时间可适当缩短。

“《通知》解决了学生户外实习的难题。”
海南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负责工程测量实
习课程的教师冯欣蕊说，根据教学计划，土木
工程专业学生即将开始为期10天的户外工
程测量实习。《通知》发布后，户外测量时长缩
短到4天，剩下6天改为室内软件实训及内业
计算。同时，学院要求学生将户外测量安排
在早上7时至10时之间以及下午4时以后，
避免中暑。

5月21日早上，海南中学为2021届学生举办了“荣
耀与共，高考加油”喊楼助力活动。活动中，高三年级的
21个班级约900名学生喊出青春宣言，齐声高唱歌曲
《我相信》，为迎战即将到来的高考加油鼓劲。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全省三大渔港项目之一——

万宁乌场一级渔港开建
本报讯（记者袁宇）5月20日，万宁乌场一级

渔港项目开工仪式在万宁乌场港举行。万宁乌场
一级渔港项目是全省三大渔港项目之一，建设规
模为卸港量 6万吨/年，可容纳避风船舶数量约
1235艘，项目预算总投资超8.1亿元，建设工期为
36个月。

据了解，万宁乌场一级渔港项目陆域总面积约
18.62公顷，其中利用已有土地16.2公顷。配套建
设综合执法中心、卸鱼棚、港内道路、停车场、污水
处理站、垃圾转运站、变电所、港区绿化、围墙、入口
岗亭、公共厕所、应急储备库、智慧渔港工程以及室
外给排水、电气、消防等。

据介绍，万宁乌场一级渔港项目建设旨在改善
乌场渔港现有设施落后，功能不全的现状，拓展渔
港综合服务功能，促进该区域渔业经济迅速发展的
同时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提升人民收入水平，
促进地方社会经济整体发展。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乌场港是海南省东
部大港，具有面向东盟和太平洋的区位优势，乌场
一级渔港建成后将有力推动万宁融入全省全国乃
至全球供应链，有力引导万宁渔民向工厂化养殖、
深海养殖和休闲渔业转产转业，形成水产加工仓储
贸易渔港经济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项目开工

五指山市部分村（社区）“两委”
及其他干部素质提升轮训班开班

强化履职能力和业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汪雪丽）5月17日，

五指山市部分村（社区）“两委”及其他干部能力素质提
升轮训班在中共五指山市委党校开班。五指山市65
名村“两委”干部参加了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共为期6天，不仅设置了政策文件专题
教学，学员们还将走进海口市本立村农业生产合作
社旧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澄迈县沙土村、才
存村，琼海市排港村、沙美村等地开展现场教学。

据了解，此次培训旨在提升五指山市村（社区）
“两委”干部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强化履职尽责的
能力，补齐能力短板，为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良
好开局、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和五指山市热带雨林
康养度假胜地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本次培训由中共五指山市委组织部、中共五指山
市委党校主办，海南日报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干部培训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日前，省教育厅对
海南省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管理系统进行
升级，并正式启用新一代综合素质评价管理
平台。该平台将直接服务全省56.3万初高
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与评价。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教培院了解到，从
2009年到 2020年，我省综合素质评价体

系和平台一共进行了4次优化和改进，评
价体系和平台功能不断完善，能够通过大
数据精准刻画学生的成长“画像”，客观真
实反映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和变化。

在研发过程中，与该项研究相关的成果
先后荣获2014年海南省教育教学成果一等
奖、首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该平台主要体现以下特点

我省启用新一代
综合素质评价管理平台
将直接服务全省56.3万初高中学生

喊楼助力
高考加油

琼海重点项目出实招

施工防暑两不误工地

校园
海大保障师生身心健康

户外教学减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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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申报的学校摇号后仍有名额空缺，还会再组织摇号吗？
答：有剩余学位的幼儿园，由幼儿园根据实际组织招生，直至用完招

生计划。具体情况，家长届时可以直接电话联系相关幼儿园进行咨询。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

问：体检去哪里做？
答：可以关注“海口教育发布”或者“海南码上办事”微信公众号，搜

索幼儿园体检关键词，获取体检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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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问：网上申请发现需填写幼儿证件类型时，发现只有身份证选项，没有
户口本或出生证选项，但是大部分幼儿都是没有身份证的，应如何填写？

答：请在幼儿的证件类型里面选择身份证，然后可以用申报幼儿的
户口簿上的居民身份证件编号来填报。

8

问：家长已经选择了两所幼儿园，但是现在想修改，该如何操作呢？
答：首先在申请记录中找到之前申请的那个幼儿园，点击“查看”进

入申请详情页，滑到页面最下方点击“修改入园申请”进行修改。需要注
意的是，已放弃的选项无法修改。

7

问：选择了两家幼儿园，其中一家直接录取了（但不想去），那选择的
另一家是不是就不能参加摇号？

答：每个申请的学校录取是独立的，摇号互不影响。即使第一家幼
儿园直接录取了，也不影响参与另一家幼儿园的摇号，请放心填报。

6

问：如果孩子母亲已经替幼儿报过名，父亲还可以报名吗？
答：系统会校验适龄儿童的身份信息是否有申报记录。如果幼儿的

身份信息已经在系统中有申报记录了，系统就会提示已存在申报记录，
并进行拦截。如果母亲已经给幼儿申请并在系统里面已经有幼儿的申
报记录了，父亲是不可以再进行申请。

5

问：家里有两个小孩，用一个手机是否可以替两个幼儿申请学位？
答：可以的。系统会校验适龄儿童的身份信息是否有申报记录。

只要幼儿的身份信息在系统中没有申报记录，就可以用同一个手机继
续申请。

4

问：我居住在龙华区，为什么在平台上申请不了秀英区的幼儿园？
答：根据《2021年秋季海口市公办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家长只能

申报幼儿所属户籍或者居住地址所在的区的区属幼儿园，政策参考依据
请见条例：“市直属公办幼儿园面向全市招生，海口市户籍或居住在海口
的适龄幼儿均可申请。区属公办幼儿园面向全区招生，该区户籍或居住
在该区的适龄幼儿均可申请”“适龄幼儿监护人可在其符合条件的招生
区域内最多选择两所公办幼儿园进行申请”。

3

问：我申请了两所幼儿园，想放弃其中一所，改为申请另外一所，为
何在首页不能重新提交？为什么在申请别的幼儿园时，会提示该证件号
码已有申请记录？

答：由于申请的幼儿园的申请记录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人只能有一
张申请单。家长需要同时选择两所幼儿园进行申请。如家长一次只提
交了一家幼儿园的申请，也就是一个申请单里只有一所幼儿园，再申请
另一所幼儿园的时候，系统会判定已经达到申请数量的上限，进行自动
拦截。

如果已经提交了一所幼儿园的申请，首先在申请记录中找到之前申
请的那个幼儿园，点击“查看”进入申请详情页，滑到页面最下方点击“修
改入园申请”，增加申请另外一所幼儿园。或将之前的幼儿园申请放弃，
重新同时申请两所幼儿园。

2

问：为什么部分学校不能报名？为什么按钮显示为灰色无法选择？
答：根据《2021年秋季海口市公办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市直属公

办幼儿园面向全市招生，海口市户籍或居住在海口的适龄幼儿均可申
请。区属公办幼儿园面向全区招生，户口所在社区或居住在该区的适龄
幼儿均可申请。如登录后学校无法选择，可以尝试彻底退出码上办事
APP，再重新进入申请口重新报名。同时，家长还需要了解幼儿的入学年
龄是否符合该园各个班级的招生要求。如给幼儿报大班，但想要申报的
幼儿园并没有大班的招生计划，也可能导致无法选择学校。

1

海口市公办幼儿园
学位申请系统5月20日上线

学生家长高度关注

截至20日15时

已有超1.2万人次完成申请

实现了初中、
高中综合素质评价
数据的全面打通，
可满足高考综合改
革和中考招生评价
改革的新需求

真正实现了过
程性、发展性评价
和多元评价，学生
整个中学阶段的转
变、发展、提升一目
了然

通过大数据自
动生成学生整体发
展的“自画像”，既有
过程性评价表，又有
可用于招生录取的
综合素质评价表

破解了开展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面
临的诸多困局，如学
生成长档案在收集、
辨识、保存、流转使
用过程中的难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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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起我省调整
社保申报和缴费时间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易宗平）6月1日
起，社保申报核定、征集和缴费等环节时间有了最
新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灵活就业人员、本
年度补缴业务，应分别于每月15日前、25日前、22
日前，通过省人社厅网上平台或社保医保经办机构
经办柜台等渠道完成相关手续。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今天从省社保中心获悉的。

在参保人向社保经办机构申报方式上，企业和
机关事业单位，本年度补缴业务，均可通过人社厅
网上平台或社保医保经办机构经办柜台渠道完成
当月社会保险缴费申报手续；灵活就业人员除了可
通过省人社厅网上平台、社保医保经办机构经办柜
台，还可通过社保医保经办机构自助机渠道完成缴
费申报手续。

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正常缴费核定数据，应于
每月17日前发送完毕；灵活就业人员的核定数据，
本年度补缴业务，历年补缴业务，均应于每月25日
前发送完毕。

5月19日，在三亚中交国际自贸中心项目建设工地，工人顶着骄阳加紧施工。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