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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防溺水 共筑安全网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李康

龙）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教育厅获
悉，为全面推进我省普及中小学生游泳
教育工作，海南各地将以“安全学游泳
快乐过暑假”为主题，开展中小学生游
泳暑假作业活动。

此次活动的参与对象为全省普通
中小学学生，省教育厅希望通过开展活
动全面推动学校、学生、家长和社会多
方参与游泳教育工作，营造全社会积极
支持参与普及游泳教育的良好局面。

根据活动要求，没有学会游泳的中
小学生，要按照学校的安排，积极参加
学校组织的暑期游泳培训，在规定时间
内学会游泳，也可以在家长的带领下，到
正规具有资质的游泳场所学会游泳；已
学会游泳的中小学生，可以参加学校、市

县、省级组织的游泳比赛，也可以在家长
的带领下，在正规具有资质的游泳场所，
开展多种形式的游泳活动。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要强化家
校协同，提醒引导家长支持游泳教育、
关心学生安全；要重点关注偏远乡村、
城乡交界、河流复杂的地区的学生；要
列清单、定任务、强措施，确保暑期游泳
培训顺利开展和学生生命安全。

省教育厅强调，无论是在校内游
泳池，还是在小区、酒店等社会游泳
池开展游泳暑假作业，各地各校必须
把安全第一的原则贯穿于全过程、各
环节，确保安全游泳。同时，各地各
校要因地制宜，明确游泳暑假作业的
检查办法，可以以“随手拍”等视频方
式，检查游泳暑假作业成果。

海南给中小学生布置游泳暑假作业
引导学生安全学游泳快乐过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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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7月4日（星期日）上午
9：30-12：00

主讲人：王磊【省委副秘书
长，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
常务副主任】

讲座主题：海南自由贸易港
政策制度体系及建设成效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
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电话：0898-65202275
温馨提示：请各位听众在入场

前戴好口罩，并按照省图书馆的疫
情防控要求出示“健康码”有序进
场；由于省图书馆正在进行二期场
馆建设，停车场停用，建议大家乘
坐公交车前往。

海南自由贸易港
大讲坛讲座预告

今年海口重点高中
指标到校计划出炉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计思佳）我省中
招网上志愿填报正在进行中。7月1日，2021年
海口市重点高中指标到校生分配计划出炉。海南
日报记者获悉，今年海口市有指标到校计划的省
一级学校共6所，分别为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
一中学、海口实验中学、海口市琼山中学、海口市
第四中学、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以下简称
北师大海口附校），指标到校对象包括本市户籍本
市学籍和非本市户籍本市学籍。其中，作为新增
的省一级甲等学校，北师大海口附校今年首次有
指标到校名额分配到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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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至10月

影响我省热带气旋
个数或较常年偏多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习霁
鸿 通讯员袁迎蕾 邢彩盈）根据最新
的海温、大气环流，预计7月至10月，
影响我省的热带气旋个数为6个至8
个，较常年（6.2个）偏多，热带气旋灾
害略重于常年；各地降雨量较常年略
偏多，暴雨洪涝灾害总体略重于常年；
气温略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略多，高
温灾害接近常年。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7月1日从省气候中心了解到的。

预计7月至10月，影响海南岛的热
带气旋为4个至6个（常年4.7个），登陆
海南岛的为2个（常年1.7个），影响和登
陆个数接近或略多于常年。影响和登陆
海南省的热带气旋强度总体接近常年，
但期间可能会出现个别较强台风影响。

高职（专科）升本科
招生录取工作将启动
征集志愿时间为7月8日至10日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高春燕）我省2021年高职（专科）升本科招生录
取工作即将开始，省考试局近日发布公告，对录取
工作作出安排。

根据公告，我省高职（专科）升本科招生录取
分数线在考生成绩不低于80分的基础上，按照招
生学校各专业计划数1：1比例从高分到低分划
定。其中“退役大学生士兵”和“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两个专项计划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
划定相应专业录取分数线下20分。

被预录取的考生须按招生学校通知规定的
时间，持本人居民身份证、专科毕业证以及学籍
档案提交给预录取的招生学校，接受学校录取资
格审查，并办理录取确认手续，逾期不办理录取
确认手续者，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根据我省
划定各学校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个别
高校部分专业如生源不足，仍有剩余计划，省考
试局将于7月8日至10日面向考生征集志愿。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黄章群 符丹丹）为进一步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断提升
老年群体幸福感、获得感，7月1日
起，海口、澄迈、万宁、琼中等4市县
正式上线高龄长寿老人补贴快办业
务，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融
入大数据与人脸识别技术，80岁以上
（含）高龄老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高
龄长寿老人补贴校验领取。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从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工作专班获悉的。

据悉，高龄长寿老人补贴快办
业务是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务中心、
省大数据管理局、省民政厅联合推
进的民生事项，通过前期的事项梳

理及优化，日前已在海口、澄迈、万
宁、琼中完成试点运行，并于7月1
日正式上线。

高龄长寿老人补贴快办业务通
过内部数据共享，提前导入高龄长寿
老人身份证、社保卡等信息，重塑优
化办理流程，改变以往需提交申请资
料，经村（居）委会、乡镇作意见，再由
县一级部门审核的复杂程序，变“被
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80岁以上（含）高龄长寿老人可
由家属、村（社区）工作人员等他人代
为办理，随时随地通过登录“海政易-
码上办事”App完成身份校验，即可
轻松完成补贴领取，为老年人提供了
足不出户便利化服务。

此次高龄长寿老人补贴快办服
务的上线，不但解决了高龄长寿老人
校验难的问题，还解决了补贴发放安
全的问题，杜绝了弄虚作假、虚报冒
领、截留挪用等情况，既便利又安全
快捷。同时针对部分老人因无法眨
眼、面容变化较大等原因难以通过人
脸识别的情况，还提供了线下人工补
录的特殊渠道。

据介绍，高龄长寿老人补贴首
次、延续发放校验快办服务具有以下
四大功能亮点：

流程再造简化办理流程。通过
手机进行快捷办理，老年人首次校验
无须线下往返办理，延续校验无须拿
着当天报纸拍照，通过手机刷脸即可

完成高龄长寿老人补贴首次、延续发
放校验。

通过数据共享提升老年人办理
便利度。通过共享人口户籍信息、社
保卡账户信息等数据，减少信息填写
及材料提交的同时，也解决了精准校
验和津补贴发放安全问题。

推出“代办”服务功能。针对
老年人如没有智能手机或不会使
用的情况，畅通老人亲属、社区工
作人员通过代办完成发放校验的
渠道。

推出“人工补录”特殊渠道。针
对老年人刷脸难的情况，可由工作
人员核实情况后手动完成信息人工
补录。

海南新冠疫苗全程2剂次接种人数突破680万
新冠疫苗人群覆盖率位居全国前列

目前我省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1411.5万剂

海口等4市县正式上线高龄长寿老人补贴快办业务

高龄老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补贴校验领取 白沙与郑大体院
共建中国拳击学院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李莹 符子怡）
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白沙黎族自治县综合基地
又迎来“新成员”——近日，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白
沙教学区暨中国拳击学院、国际力量与健身学院
揭牌仪式在白沙举行。

据悉，此次在白沙揭牌的中国拳击学院、国际
力量与健身学院均为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二级学
院，建设地点位于白沙县文体中心南侧，北临规划
市政道路，东侧为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运动员
村，占地约50亩，建筑面积为3万平方米，内含有
教学办公楼、学生宿舍、教职工餐厅、专家公寓
等。白沙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上述两所学
院新校区未建成前，将原白沙中学教学区南边教
学实训楼、室外篮球场和学生宿舍楼、餐厅等区域
作为中国拳击学院、国际力量与健身学院的临时
教学及生活区。

没有学会游泳的中小学生
要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暑期游泳培训

也可以在家长的带领下
到正规具有资质的游泳场所学会游泳

已学会游泳的中小学生
可以参加学校、市县、省级组织的游泳比赛

第1剂次729.43万剂

占18岁以上人群94.5%
占全人群72.4%

其中

第2剂次683.5万剂

18岁以上人群
两剂次疫苗覆盖率达88.5%

本
版
制
图/

张
昕

本报海口7月 1日讯 （记者马
珂）截至6月30日22时，海南新冠病
毒疫苗全程2剂次接种人数突破680
万。这是海南日报记者7月1日从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的。

据悉，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总体部署，
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我省按
照“应接尽接、保障安全”的原则，科

学组织动员，全面提升能力，不断优
化服务，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疫苗接种
工作，不断巩固我省疫情防控成果。

目前我省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1411.5万剂，其中第1剂次729.43万
剂，占18岁以上人群94.5%，占全人
群72.4%；第2剂次683.5万剂，18岁
以上人群两剂次疫苗覆盖率达
88.5%。全人群两剂次疫苗覆盖率达

67.8%，我省新冠疫苗人群覆盖率位
居全国前列。

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
取得疫苗接种阶段性成绩，是全省医
疗卫生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夜以继
日、辛勤付出的结果，是全省各级干
部积极协调、全力助推的结果，是广
大群众响应号召、积极配合的结果。
当前国内外疫情形势复杂、严峻，疫

苗接种不容懈怠，仍需要各方面继续
携手共进，实现应接尽接，最终全面
打赢疫苗接种攻坚战，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提供坚实的健康保障。

省卫健委再次提醒，各级政府、社
会各界和广大公众，在疫苗接种的基
础上仍需执行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继续保持良好健康生活习惯，坚持勤
洗手、常通风、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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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璀璨，星辰添彩。6
月30日晚，随着倒计时“5、4、
3、2、1”特效闪变，恒大海花岛
光影烟花秀《感恩伟大的党》璀
璨亮相！

苍穹为幕，光影为笔。当
晚，光影烟花秀时长7分钟，以
灯光+烟火+1200架无人机的
形式，在夜空中铺展出一幅幅
震撼人心的红色画卷。

伴随《唱支山歌给党听》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
慷慨激昂的红色经典音乐，金
光闪闪的党徽、迎风飘扬的党
旗、穿越百年风雨的红船、巍峨
宏伟的长城、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七一”“中国共产党万岁”

“人民万岁”等图案和文字相继
呈现。

此次光影烟花秀共分为
《开天辟地 光辉历程》《赓续传
承 砥砺奋进》《百年华诞 党在
我心》三个篇章，为市民游客呈
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
宴。

光影烟花秀点亮海花岛夜空

无人机组成的“七一”图案。

烟花表演。 本版图片均由恒大集团提供璀璨绽放的烟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