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班学生在琼中享受升学绿色通道及全县优质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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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面向全省小学、幼儿园大班
遴选足球班学生

制图/孙发强

今年面向全省（除琼中外）
招生40人，以后逐年增加

力争到2025年
足球班在校生达到 1100人

关注“世界海洋日”

本省新闻 2021年6月9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陈卓斌 美编：孙发强 检校：王振文 陈伊蕾A06 综合

■■■■■ ■■■■■ ■■■■■

广告·热线：66810888

公告
尊敬的海南省12345政府服务热线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1年6月11日

00:00-06:00对省12345政府服务热线语音网关平台进行

优化升级，期间省12345、海口12345、三亚12345、三亚市

12301及各市县12345市民热线会转人工座机接听，影响拨

打12345的成功率，即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可能出现提示占

线或忙就挂断的情况。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12345微信

公众号。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1年6月9日

海南天懋投资有限公司现对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解放

路的“三亚风情街地下负二层A区的水系和美食广场42年5个

月使用权资产”公开竞价处置。该水系建筑面积为10338.11m2，

竞价单价为10000元/m2，该使用权至2063年9月27日止。

本次公开竞价公告期自 2021 年 6月 9日起至 6月 25日

18时止，意向投资人可于截止时间前电联我司办理登记并报价。

联系人：左女士17786952428

海南天懋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6月9日

海南天懋投资有限公司

资产处置竞价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516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琼民初

26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207号民事判
决书、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琼执3号执行裁定书，本院于
2021年2月24日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与被执行人邓浅、珠海澳娱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被执
行人至今未履行。在执行过程中，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邓浅名下位
于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65号祇园公寓楼二15号楼五层C503房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114097号）、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逸仙
路266号6#商铺（粤房地证字第C6093860号）、珠海市香洲区前山
逸仙路266号5#商铺（粤房地证字第C6093859号）。现本院拟对
上述房产予以处置，如对该涉案房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
贴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相关证
据，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联系方式：马法官 0898-3679061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六月九日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1年6月22日 15时30分在乐东黎族

自治县抱由镇乐兴北路乐安社区三楼会议室按现状、净价公

开拍卖以下资产：

1、乐东黎族自治县黑眉水库清淤物约26万立方；

2、乐东黎族自治县内冲山塘清淤物约5.44万立方，参考

价：962.49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2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日起至6月21日止。

报名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6月21日下午16时止（以保

证金到账为准）。

联系方式：海口市华海路15-3号经贸大厦九层写字楼。

电话：（0898）65308910。

本报三亚6月8日电（记者黄媛
艳 李梦楠）6月8日是第十三个“世
界海洋日”，由中国海洋学会、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和三亚市科协共
同主办的“众心向党——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海洋科普大讲堂”活动在鹿
城举行。活动邀请多位国内顶尖海
洋领域的专家，多角度科普海洋知

识，旨在增强全民海洋意识，弘扬海
洋精神，传播海洋文化。

在为期一天的科普讲座中，中
国工程院院士周守为、蒋兴伟、何
友围绕《海洋油气工业及深水装备
创新实践》《星辰大海——海洋蓝
色家园的星空卫士》《海洋感知大
数据——现状、技术与展望》等主

题，结合我国自主设计的自营气
田——陵水 17-2 气田、系列海洋
卫星等具体项目，深入浅出地进行
讲解。向长生、罗续业、赵玮等专家
学者则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向公众
介绍了载人深潜、海洋技术与装备
国产化、水下声波、“蓝色粮仓”、海
洋立体组网观测等系列海洋科技前

沿知识，有力推动海洋科普工作，不
断提高保护海洋的社会参与度和公
众意识。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海洋卫星模
型、海洋无人机等各式海洋装备，布
置了沉浸式体验区域、海洋生物标
本展示、科普展板等，为公众了解海
洋提供多样方式。

6月8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在三亚天涯区金鸡岭路社区联合举办海洋文化宣传活动。图
为活动中，社区居民、幼儿园幼童共同绘制“世界海洋日”主题画卷。 文/本报记者 徐慧玲 图/本报记者 武威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陈蔚
林）2021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以下简称“中考”）将于6月25日至
27日举行。6月8日，海南省考试局
发布疫情防控公告，要求考生6月11
日开始不得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
境外，避免直接接触来自中高风险地
区和境外的人员。目前仍在省外的考
生须在6月11日前返回海南。

公告要求，全体考生要切实增强
疫情防控意识，认真做好自我防护，勤
洗手、不串门、不聚餐、不聚会，不出入

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出现发热（体
温≥37.3℃）、咳嗽、气促、嗅（味）觉减
退、腹泻等症状的，要及时到定点医院
就诊，并报告就读学校或报名所在地
招生办。

6月11日开始，我省八年级考生
和九年级在校应届毕业生由所在学校
负责每日体温测量、记录并进行健康
状况监测。不在校或短暂离校的考
生，须做好自我健康监测，每日将健康
监测结果及时报给学校。同时，往届
生、外回考生等单报生要由考生本人

或父母每日通过支付宝、微信或椰城
市民云等APP，在海南健康码内每日
对健康状况进行打卡，进行自我健康
监测申报。

考生赴考点时应提前准备好口
罩、手套、纸巾、速干手消毒剂等防护
物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集中乘车
赴考点的，须全程佩戴口罩，保持开窗
通风、分散就座，途中应减少用手接触
公共物品，避免在车上饮食，下车后及
时进行手清洁消毒。考生在进入考点
时，必须佩戴口罩，排队前后间隔不低

于1米，凭准考证通过体温检测方可
进入考场。

考试前14天内有过发热（体温≥
37.3℃）、咳嗽、气促、嗅（味）觉减退等
症状的考生，需提供就诊后的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考生本人曾判定为确诊
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需提供随访
及医学观察期结束证明；曾判定为密
切接触者或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的，需提供解除隔离的证明。

考试前14天内有国内新冠肺炎
疫情中风险地区（根据全国疫情发展

情况确定）旅居史的考生，需提供考前
2天内（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为阴
性的证明；有高风险地区（根据全国疫
情发展情况确定）旅居史的考生，需提
供解除隔离的证明。考前有境外旅居
史的考生，需提供隔离期满14天隔离
点开具的解除隔离的证明，以及7天
居家自我健康监测期间2次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的证明。考试前14天
有广东省涉疫城市（非中高风险地区）
旅居史的人员，需提供抵琼前48小时
内或抵琼后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创意漫画《海南这根“草”，
凭什么这么牛？》推出

聚焦环保措施
呼吁保护海草

本报海口6月8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吴春媚）6月 8
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当天联合推出创意条形漫画
《海南这根“草”，凭什么这么牛？》。
该漫画聚焦海草在海南的分布情
况、面临的威胁以及海南的保护措
施等内容，呼吁大家保护海草、呵护
海湾。

看点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陈蔚
林）为做大做强琼中女足品牌，全面
深化海南体教融合，省教育厅6月8
日发布文件，支持琼中女足管理中心
面向全省遴选足球班学生。

根据文件，琼中女足管理中心将
与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琼中附属实
验小学、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学
思源实验学校、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
属中学等3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学校一同，面向全省小学、幼儿园大
班选拔优秀足球苗子集中学习训练，
培养足球人才。

2021年，3所琼中学校足球班将
面向全省（除琼中外的其他市县）招
生 40 人，以后逐年增加。力争到
2025 年，足球班在校生达到 1100
人，初步构建起完善的琼中男足、女
足梯队建设体系，为我国足球事业储
备坚实的后备力量。

其中，2021年遴选试训的对象主
要是运动能力突出、对足球运动兴趣高
且潜力大的相关生源单位和有一定发
展潜力、足球基础好且在各级各类比赛
中表现突出的小学一、二、四年级学
生。从2022年开始，主要招收小学一
年级新生，从相关生源单位组织遴选。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被选入足
球班的学生在琼中享受升学绿色通
道及全县优质教育资源。除学生参

与高考按成绩自主选择高校外，还可
依托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高校
完善升学保障政策和升学机制。

此外，琼中女足管理中心和3所
琼中学校不收取足球班学生日常训
练费用，并将根据琼中女足现有足球
班梯队统一标准免费提供食宿，以及
节假日定点专车免费接送等服务。
录取的学生还可代表生源地学校、市
县参加省内赛事。

海南中考定于6月25日至27日举行，省考试局发布疫情防控公告要求：

在省外的考生须于11日前返琼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海洋科普大讲堂举行

院士科普海洋知识 增强群众海洋意识

琼中女足管理中心将面向全省选苗子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
等考试即将举行

我省呼吁考生
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 实习生李康龙）今
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和高等
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将分别于6月
12日和13日举行。省考试局近日发布
考试疫情防控要求，呼吁所有考生在知
情自愿的原则下应接尽接新冠疫苗。

省考试局规定，所有考生须按要
求每日测量、记录体温并进行健康状
况监测，出现异常情况的，要及时报告
所在学校。同时，考前14天内有省外
活动轨迹的考生，应主动报告所在学
校。凡有中高风险地区活动轨迹的考
生须提供考前 72 小时核酸阴性证
明。有广州活动轨迹的考生须提供考
前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考生每次进入考点前，应逐一接
受体温检测，体温低于37.3℃方可直
接进入考点。

《海南经济特区旅游价格管理规定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

部分旅游景区拟允许实行
淡、旺季门票价格政策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
报记者6月8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根据省人
大2021年立法计划，省发展改革委起草了《海南
经济特区旅游价格管理规定（修正草案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即日起至2021年
7月7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除因机构改革，原价格主管部门相关具体职
责由市场监管部门履行外，《征求意见稿》还从
旅游价格的定义中删去了对购物价格的管理。
根据《征求意见稿》，道路旅游客运价格将从政
府指导价调整为实行市场调节价，在大型演艺、
游艇、潜水、漂流、探险、水上（空中）娱乐观光等
特种旅游项目的基础上，《征求意见稿》还新增
过江索桥、高空玻璃栈道等体验类项目价格实行
市场调节价。

《征求意见稿》将第八条第一款添加了“落实
国家和本省有关优惠政策”这一内容。针对一些
季节性强的旅游景区，《征求意见稿》允许实行淡、
旺季门票价格政策。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旅游
景区可以在不超过政府规定上限价格的范围内，
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确定具体价格水平，并保
持价格水平相对稳定。

海南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进行时

琼中法院多措并举，高效化解纠纷

“一站式”诉讼服务
质效评估排名全国前列

本报讯（记者良子）日前，海南日报记者从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了解到，为持续推进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琼中法院围绕“公正
司法，一心为民”要求，多举措推动高效解纷，“一
站式”诉讼服务质效评估持续排名全国前列。

在琼中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在线调解室”，因
当事人远在外地，该院立案庭法官王二美正在通
过网络视频的方式调解一起经济纠纷。据了解，
诉讼服务中心法官大力推行便民诉前调解工作，
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使居住外地、不便到庭的
当事人多次在网上化解矛盾，完成调解协议的签
订，最大程度减轻了当事人诉累。

“琼中法院搭建了诉调对接平台、立案前调解
平台，在诉源治理、纠纷化解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琼中法院院长王之介绍，该院在立案庭设诉调对接
中心，在法庭设对接平台，在乡镇（司法所）和行政村
（社区）各设调解平台，构建纵向调解“四大平台”。

“目前，我院对全县10个乡镇实行法官包点，
实现一线调解法官主动介入纠纷，加大诉前调解，
实现了矛盾纠纷从源头治理。”王二美介绍，截至
目前，该院诉前调解结案总数428件，诉前调解成
功263件，诉前调解成功率61.45%。

此外，该院在辖区的10个乡镇投放机器人
“法小智”，打造智能化司法服务平台，针对基层百
姓的常见纠纷，提供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和途径，取
得了良好成效。

据了解，琼中法院成立速裁审判团队，加大诉
源治理，突出繁简分流，形成一条高效解纷的“流水
线”。这些“大调解”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司法对非诉
纠纷解决机制的引导作用，从源头上减少了进入审
判和执行的案件数量。2020年，诉前调解案件共计
745件，成功化解案件526件，民事速裁审判团队受
理案件1116件，结案1105件，结案率99.01%。

漫画封面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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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乡村振兴（扶贫）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我省3名个人3个集体受表彰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唐刚）6月8日，

全国乡村振兴（扶贫）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
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授予153个集体“全国乡村振
兴（扶贫）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授予257名个人

“全国乡村振兴（扶贫）系统先进个人”称号。我省
有3名个人、3个集体获表彰。

我省受表彰先进个人为：省扶贫办社会扶贫
处副处长王发明，琼海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冯
雄，白沙黎族自治县扶贫办综合组组长吴红承（黎
族）；先进集体为：三亚市扶贫办、儋州市扶贫办、
五指山市扶贫办。

会议回顾总结脱贫攻坚奋斗历程，深刻分析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艰巨任务，大力弘扬脱
贫攻坚精神，动员激励全系统干部职工不忘初心、
接续奋斗，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