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张期望）6月24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住建局了解到，近期，
不少海口市民反映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无法申报，
经海口市政府研究，市民可向海口市资规局各区
分局申请。

目前，海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将参照《海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海南省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意见（试行）>的函》有关内
容执行。为确保工作的延续性，在《海口市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工作方案（试行）》出台前，申请人可向
海口资规局各区分局提出申请，由各区分局受理、
审核和审批。

《海南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意见（试行）》
规定，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申请条件为：一是具有
合法的房屋权属证明；二是已建成投入使用的4层
以上（含4层）无电梯住宅；三是满足建筑物结构安
全、消防安全等有关规范要求；四是必须同时符合
以上条件的方可申请。我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坚
持“业主自愿、居民自主、费用共担、因地制宜、公平
合理、方便群众、依法合规、保障安全和使用功能”
和“城镇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政府扶持”的原则。

既有住宅要加装电梯可以小区、幢或单元为
主体提出申请。以小区为主体申请的，申请人应
当为该小区业主委员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申
请人可以为该小区业主推荐的业主代表。

以幢或单元为单位申请的，申请人应当为该
幢或单元业主。申请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
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
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
同意。单元加装电梯的总面积和总户数按照本单
元房屋面积独立计算。加装电梯拟占用业主专有
部分的，还应当征得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

海口市资规局各区分局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
如下：

秀英分局办公地址：海口市龙华区丘海大道
25号，电话：68911737；

龙华分局办公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二横
路国土大厦13楼1301室，电话：66768624；

琼山分局办公地址：海口市琼山区建国路1
号四楼，电话：65801481；

美兰分局办公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五
西路德利路5号，电话：6618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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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李康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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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省中考共设19个考区、84个
考点，共有12.3万余名九年级考生
参加考试。另外，12.8万余名八年
级考生及补考考生将参加生物、地
理科目考试。

中考是目前我省组织实施的最
大规模省级教育考试，省委、省政府
对组织开展好该项考试十分重视。

在省教育厅、省考试局的组织指导
下，各市县把考试安全摆在更加突
出的重要位置，按照要求成立了市
县分管副县长挂帅、相关部门参加
的考试领导机构，加强对考试工作
的统筹协调。

各市县教育局、招生办、各考点
学校切实担负起考试主体责任，对考
务工作的各个环节做到标准明确、人
员到位、责任清晰，并逐级签订了考
试安全保密工作责任书，把责任落实
到岗、到人，让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明

确职责和底线。
各地各有关部门形成了“联防联

控、齐抓共管”的协作机制，落实好考
点及学生食宿环境的综合整治，深入
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
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和“打
击替考作弊”等专项行动，同时对本市
县所有学校涉嫌替考、招募替考“枪
手”的线索、校园小广告进行全面清
理，并会同公安、市场监督等部门，认
真研判信息来源，及时清除有害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部分省份又

出现了新冠肺炎的散发病例，为做好
考试防疫工作，省教育厅提前联合省
卫健委发文明确，中考疫情防控措施
参照高考执行，要求各考区、考点、学
校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
案，细化考点布置、人员监测及评估
制度、环境卫生、考试实施、物资保
障、信息报送、突发事件应急及医疗
服务等制度，明确主考、副主考、监考
员等工作人员防疫工作职责。

同时，各市县还严格落实各考点
防疫专职副主考的配备要求，对学生

和考务工作人员提出考前14天的健
康监测要求，特别是做好外省回琼考
生的信息统计和健康监测工作，并要
求考务人员做到新冠疫苗“应接尽
接”。此前，各考区已经开展了疫情
防控的考前演练，针对考生入场体温
检测、隔离考场启用、突发情况转场
等情形进行模拟演练，熟悉操作流
程，确保万无一失。

根据工作安排，海南省中考举报
电话（13098999761）于6月25日至
7月2日开通，及时受理群众投诉。

海南中考今日开考
全省设84个考点，考试防疫等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关注2021年海南中考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许嘉 郝丽清）省气象台
6月24日预计，中考期间（6月25日
～27日），全岛晴间多云，其中25日
～26日北半部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
阵雨。各地气温逐日升高，27日最高
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可升至35℃～
37℃。

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北部，

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6℃-
28℃，最高气温35-37℃；中部，多
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
26℃，最高气温34℃-36℃；东部，
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
27℃，最高气温32℃-34℃；西部，
多云，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
温35℃-37℃；南部，多云，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32℃-34℃。

海南中考期间

最高气温达37℃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省2021年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以下简称中考）将于6月25日
至27日举行。海口市考试中心近日
针对考生忘带证件、试卷出现错误、
身体不适等中考突发情况提出应对
技巧。

问：考生忘记带或者遗失准考证
怎么办？

答：监考员将先验证考生相貌，
若与考生座位安排表上的相片符合，
可安排考生进考场应考，同时经流动
监考员通知考生领队，要求在本科考
试结束前将准考证送到考场，或保证
在下一科考试前送到。监考员将把
情况报告给考点主考。

考点主考掌握无准考证进场应
考的考生情况后，如果确系丢失，则
由海口市考试中心与该生所在学校
带队老师确认核实身份。如果是考
生忘记带准考证，需要考生的领队将
准考证送至考场。如果确定丢失，确
认后由海口市考试中心负责人批准
补发。

问：考生忘记带 2B 铅笔、橡皮
擦，或所带笔写不出怎么办？

答：考生向监考员报告。监考员
依规动用备用文具。

问：考生无意间弄脏试卷或答题
卡怎么办？

答：不影响答题和评卷的情况
下，试卷和答题卡一般不更换。如
果必须更换，则由监考员向主考或
者副主考申请启用备用试卷或答
题卡。

问：考试期间，考生需要上洗手
间怎么办？

答：考生报告给监考员，由监考
员报给流动监考员或正副主考处
理。但同一考场、同一时间不得安排
有2名或2名以上考生离开考场上洗
手间。

问：考生在考试期间想喝水怎么
办？

答：考生向监考员报告，监考员
将通过流动监考将情况报给考点主
考。由流动监考提供开水给场内监
考员，监考员提供给考生。

问：考试期间，考生发现自己发
热、头晕等身体不适情况怎么办？

答：考试过程中，如果考生出
现发热（体温≥37.3℃）、干咳、乏
力、腹泻等身体状况异常症状，考
生向监考员报告，监考员会立即报
告考点防疫副主考与医疗卫生（防
疫）组，按照中考疫情防控方案应
急处置。

根据相关要求，如考生出现发
热、咳嗽等身体异常，场外考务人
员会先将其送至隔离观察室，该生
试卷封装后由保密人员运送。经
医护人员诊断后如考生身体状况
允许，可在隔离考场继续完成该科
考试，因检查耽误的时间将据实补
足。

如果考生发生晕场或生病，监
考员会报告考点主考。不能继续考
试的，允许其退场治疗。主考将指
挥和监督医疗组予以就地治疗或送
至就近医院治疗。如果未到规定离
场时间，则实行隔离治疗，所误的时
间不补。

忘带证件、试卷出现问题、身体不适……

不慌！中考突发情况这样处理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陈明镜）6月25日至27日
中考期间，海口公交集团151条公交
线路2000辆公交车全程参与中考护
航，确保考生准时到达考点应试，为
广大考生提供安全、便捷、健康、舒适
的公共交通环境。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6月24日从该集团获悉的。

中考期间，海口公交集团将根据
考点分布情况和考试时间，加大途经

全市25个考点公交线路发班密度，
充分运用智能调度系统，重点做好考
前1个小时和考后1个小时途经公
交线路的排、发班，确保考点考生和
工作人员高效集散。如遇特殊情况
要根据需要直接将考生送至考点，严
禁延误考生赶考时间。途经各考场
的公交车辆一律不得在考场外压站、
鸣笛，到站前提早减速，途遇其他送
考车辆主动选择避让。

海口：

2000辆公交车护航考生出行

海口住宅如需加装电梯

业主可向资规部门申请

——2021年“6·26”国际禁毒日“云”特刊

持续严打高压态势，深入开展“平安关爱”行动，推进重点地区整治

儋州：“全方位”禁毒“无死角”服务

2021 年 是建党
100周年，是实施“十
四五”规划、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开局之年，也是海南
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
自由贸易港的关键之
年，做好禁毒工作意义
重大。

儋州全市禁毒工
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安
排部署，以推进“321”
项目为主要抓手，全面
提档升级禁毒三年大
会战“八严”工程，深
入推进禁毒重点整
治、示范创建和农村
毒品治理等重点任
务，组织开展打击、收
戒、整治等系列专项
行动，实现禁毒斗争
形势持续好转，为自
由贸易港建设创造和
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儋州市紧紧围绕控制新增吸毒人员
目标开展工作，推进吸毒人员“三清一
收”，强化农村吸毒人员排查管控。2017
年之前，儋州市年均新增吸毒人员450名
以上，2018年新增吸毒人员大幅降至80
名，2019年新增吸毒人员再降至26名，
2020年仅新增10名吸毒人员，“控增量”
助推毒情形势向好。

同时，儋州市以新一轮全省禁毒三年
大会战为抓手，不断深化吸毒人员“平安关
爱”行动工作，创新完善吸毒人员服务管
理，全方位落实就业帮扶工作、推进“海岸
线驿站”建设、深化“禁毒+扶贫”工作模式、
积极推广美沙酮维持治疗自助智能服务，
进一步巩固戒毒康复成效，降低社会治安
防控风险，最大限度减少毒品滥用危害。

“感谢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大

镇社区康复人员许某芳曾染上毒品，在禁
毒专干和社区帮扶人员的耐心帮助下，如
今已戒毒成功并结婚生子，日子越过越好。

儋州市中和镇社区居民钟某，曾因毒
品危害，一蹶不振。中和社区组成帮教小
组，为钟某制订个人帮教计划，“一对一”
帮扶。经过对其不懈的疏导沟通，终于让
他重拾信心，用实际行动走向新生活。

此外，儋州市还将社区戒毒（康复）工
作与平安社区的创建紧密联系起来，强化
工作方法，总结经验，不断开拓创新；积极
配合社区组织开展“无毒社区”创建工作，
认真听取社区干部和群众对社区戒毒（康
复）工作的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

截至目前，儋州市现有吸毒人数占全
市常住总人口的1.13‰，远低于全国、全
省平均水平。

严管厚爱相结合 服务管理“无死角”

儋州市在总结第一轮大会战成
功经验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禁毒三年
大会战（2020-2022）中，将标本兼治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助力环琼毒品
查缉体系建设、完善儋州市毒情监测
体系、大力开展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活
动、开展无毒基层单位创建活动，呈
现出新增涉毒人员持续下降、毒品流
通大幅减少的态势，娱乐场所持续实
现“零涉毒”，人民群众禁毒意识进一
步提升。

2020年9月中旬，儋州市公安局
全警动员，在一周内连续破获部督

“2020-185”、省督“2020-23”贩毒案
件，打掉2个贩毒团伙，抓获贩毒犯罪

嫌疑人37人，强制隔离戒毒8人，斩
断一条由广西至海口、儋州、临高的贩
毒通道和一条由广东湛江至海南的贩
毒通道。

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儋
州市破获毒品刑事案件32起，其中
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1起，省级
目标案件2起，团伙案件2起。共抓
获犯罪嫌疑人64名，抓获吸毒人员
49名，其中强戒吸毒人员43名。持
续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
态势。

同时，儋州市积极组织开展毒品
查缉行动。公安与交通组成毒品查
缉小组在重点交通要道、车站、港口

码头等地设立毒品查缉站开展工作。
2020年，儋州市公安局打响全

省毒品查缉比武第一枪。该局毒
品查缉代表队在全省毒品查缉大
比武中查获 1名涉毒嫌疑人，缴获
毒品6包。该成绩是大比武中唯一
的涉毒战果，被省禁毒委评为“成
果突出单位”。

2021 年 4 月，儋州市召开“毒
品大堵截”专项行动工作推进会，
探讨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推动
物流寄递行业管理，进一步明确职
责、管理规范，有效堵截寄递物流
渠道。今年以来，未发现毒品流入
儋州市。

对毒品犯罪“零容忍”堵截毒品“全方位”
新一轮禁毒大会战以来，儋州市扎实

推进禁毒重点整治工作，重点督促指导被
省禁毒委重点关注的和庆镇，该镇毒情形
势明显好转。

和庆镇位于儋州市东南部，自2020
年4月该镇被列为全省禁毒“重点关注”
地区以来，镇党委政府把禁毒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以“八严工程”为抓
手，大力打击毒品犯罪，积极推进社戒社
康工作，全面加强禁毒宣传，不断夯实禁
毒基础工作。经过一年多的禁毒重点整
治，和庆镇实现了“五个不发生”目标：没
有发生制造毒品案件，没有发生大规模非
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件，没有发生吸毒人
员肇事肇祸案件，没有发生脱管失控吸毒
人员引起的重大违法犯罪案件，没有发生

在校中小学生吸毒案件。
具体成效体现为“三个持续上升”：一

是社戒社康执行率持续上升；二是社戒社
康人员实现就业人数持续上升；三是戒断
满三年未复吸人数持续上升。

与此同时，儋州市坚持预防教育“全
覆盖”，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
意识。

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擂声正酣，儋
州市将继续举全市之力，全面遏制毒品蔓
延势头，力争实现至2022年，全市禁毒工
作社会化水平显著提高，禁毒执法更加文
明规范，毒品问题综合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毒情形势持续向好，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
易港相适应的禁毒工作体系，为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贡献儋州力量。（撰文/沐梓）

整治重点地区“不手软”预防教育“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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