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临高县文澜文化公园文澜夜市，商家正在忙碌。据悉，临高打造文澜夜市一条
街，在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的同时，创造多个就业岗位。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选择在民办学校就读的适龄儿童少年
需在7月16日9时至23日24时网上填报1个民办
学校志愿

申请就读乡镇公办学校不需要进
行网上报名

扫码看海口义务教育
招生热点答疑

7月16日9时至23日24时

城区公办学校通过“海口教育发
布”微信公众号、码上办事App、海口
市教育局官网和椰城市民云App

登录“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申
请平台”申请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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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计
思佳）7月14日，海口市教育局发布
《海口市2021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
则》）。根据《细则》，今年，海口市义
务教育招生细化公办、民办学校招
生流程，军人子女等4类人群可享受
教育优待。为方便家长咨询，海口
各教育部门和学校还设置了服务窗
口和咨询电话，畅通答疑渠道。

细化公办、民办学校
报名时间

今年，海口市义务教育招生继续
实施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同招政策，但
公办和民办学校的招生流程有所不同。

其中，城区公办学校招生流程包
括网上报名、教育部门和学校整理信
息、线上审核、线下审核和名单公示。

根据城区公办学校招生要求，符

合条件的申请人需在7月16日9时至
23日24时，通过“海口教育发布”微信
公众号、码上办事App、海口市教育局
官网和椰城市民云App，登录“海口市
中小学新生入学申请平台”申请学位。

网上报名结束后，教育部门和
城区公办学校将通过大数据比对，
对报名信息进行线上审核。线上审
核不通过的，将转入线下审核。线
下审核不通过，学校将告知申请人
回户籍所在地入学或选择民办学校
就读。8月5日至12日，学校分批次
公示新生名单。8月13日至15日，
学校为新生办理报名注册手续。

民办学校招生流程包括网上报
名、政策性直招、直接派位、电脑派
位和名单公示。选择在民办学校就
读的适龄儿童少年，需在7月16日9
时至23日24时网上填报1个民办
学校志愿。7月13日至16日，需对
口直升初中的学生，申请人应在规

定时间向学校递交书面入学申请。
7月18日前，教育优待对象向受理
单位提出申请，并按受理单位要求
提供相关材料。

海口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真正做到“让数据多
跑腿，让家长少跑腿”，对线上审核
未通过或有需要进一步核查的，学
校主动告知监护人需要补充的入学
相关材料，监护人通过“海口市中小
学新生入学申请平台”将补充材料
拍照上传即可。个别信息需核实
的，由学校组织人员统一到相关职
能局查询。确需现场核验的，学校
主动通知监护人持相关材料（原件
及一份复印件）到学校进行核验。

申请乡镇公办学校
不需网上报名

根据《细则》，不在规定时间内登

录平台申请学位的，视为放弃本市城
区公办学校入学申请。因特殊情况
错过登记的本市城区户籍适龄儿童
少年，可于8月5日至7日到实际居
住地所在的区教育局登记，由区教育
局视学位情况在辖区范围内统筹安
排入学。

申请就读乡镇公办学校不需要
进行网上报名。7月16日至23日报
名期间，申请人按学校招生方案要
求向乡镇学校申请学位，提交相关
材料。

《细则》明确，军人子女、公安
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
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
员及其子女以及高层次人才子女
4类人群可享受教育优待。《细则》
还对海口市各类教育优待对象可
享受的教育优待政策依据、受理
单位、详细地址和联系电话分别
进行明确。

海口发布今年中小学招生细则

明起开始网申学位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从7月14日下午
召开的《2021年海口市义务教育学
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
则》）媒体通气会上获悉，今年秋季，
海口小学一年级计划招生43981人、
初中一年级招生35085人。同时，今

年新增两所公办学校对外招生，分别
为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十二年一
贯制）、海口市第二十六小学东校区。

海口市教育局基教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1年秋季，海口全市小学一
年级计划招生960个班43981人。其
中，城区公办小学83所（学校、校区），

计划招生565个班28045人。乡镇小
学计划招生203个班8157人，民办小
学计划招生192个班7779人。

全市初中一年级计划招生727
个班35085人。城区公办初中42所
（学校、校区，含省属、民办学校免费
生）计划招生467个班23305人。乡

镇初中计划招生102班4980人，民
办学校计划招生158个班6800人。

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小学一
年级计划招生6个班270人，初中一
年级计划招生6个班300人。海口
市第二十六小学（东校区）小学一年
级计划招生6个班300人。

海口发布今秋小学初中招生数量计划
新增两所公办学校对外招生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孙慧）7月
1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医疗保障局获悉，近
日该局曝光2021年第六期典型违规使用医
保基金案件，案件涉及文昌市人民医院、文昌
视康眼科医院、澄迈中山医院等六家医院。

飞行检查组对文昌市人民医院、文昌视
康眼科医院、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文昌
市中医院2018年1月至2020年5月期间使
用医保基金情况开展“飞行检查”，查实这些
医院存在重复收费、自定（套用）标准收费、
超支付项目范围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
为。文昌市医疗保障局责令这些医院对违
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同时，飞行检查组、
文昌市医疗保障局查实文昌市人民医院违
规使用医保基金263.6961万元，文昌视康
眼科医院违规使用医保基金39.555万元，

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30.0735万元，文昌市中医院违规使用医保
基金4.4973万元，目前这些违规使用医保
基金已经全部追回。

此外，飞行检查组对澄迈博爱医院、澄
迈中山医院也开展了“飞行检查”，后经复核
查实，澄迈博爱医院存在自定（套用）标准多
收费、低值耗材（酒精、棉签）另外收费、药品
超量多收费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澄迈
中山医院存在浅表肿物切除术违规收费、脑
电生物反馈治疗违规收费、虚记多记费用、
分解住院违规收费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
为，澄迈县医疗保障局责令两家医院对违规
问题进行整改，并追回澄迈博爱医院违规使
用的医保基金94.59万元、澄迈中山医院违
规使用的医保基金20.74万元。

省医疗保障局曝光一批
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例

涉及六家医院

本报三亚7月14日电（记者徐
慧玲）7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
亚市教育局获悉，今年三亚中小学
新生家长可通过“码上办事”平台在
线申请学位，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
学童、少年家长可在7月15日至7月
25日内登录“码上办事”APP，或在
微信、支付宝“码上办事”小程序，进
入“三亚市中小学学位申请平台”，

通过填写入学人、监护人、住房等信
息在线申请学位。

据悉，三亚中小学学位线上申请
时间为7月15日至7月25日18时，7
月26日至8月15日为线上审核时间，
线下申请时间为8月16日至8月18
日，8月25日至8月26日将公布名单。

三亚市教育局提醒，在线上申
请学位过程中，需注意以下情况，避

免审核不通过：一是根据相关要求，
驻三亚市现役军人适龄子女原则上
到八一中学和八一小学就读，应在
【现役军人随迁子女入学申请入口】
进行学位申请，现役军人需上传非涉
密身份证明材料。消防救援人员建
议上传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
员证件。如因故无法上传，需从其他
申请入口进行学位申请。二是初中

一年级学位申请，需要选择三亚市毕
业小学。如未在三亚市就读小学，需
填写原就读学校名称。三是三亚户
籍以户籍地址为划片依据，无需填写
住房信息；非三亚户籍、港澳台，监护
人如选择【持有居住证】，需要填写居
住证地址；如选择【无居住证】，可选
填并上传流动人口信息卡、村/居委
会证明等居住证明材料。

三亚中小学学位线上申请今日启动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黄文燕）“很高兴能考上理
想的大学，上了大学会继续努力学习，
加强身体锻炼，努力为国防事业作贡
献。”7月14日16时，被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航空大学录取的海口中学高三
考生陈帅收到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海口市分公司国贸营业部投递员郑
在亮送去的高考录取通知书，这是今
年我省邮政投出的第一封高考录取通
知书，标志着2021年我省高考录取通
知书寄递工作全面启动。

为保证高考录取通知书邮件迅速、
安全、精准送到考生手中，中国邮政集
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邮政公司）认真落实投递服务规定，
为考生提供高质量的高考录取通知书
寄递服务，保障高考录取通知书在寄递
服务环节安全、可靠、可控，主动跟踪每
一封录取通知书，直至最后一件妥投，
确保“零误投、零丢失”。

据悉，高考录取通知书邮件使用
专用封套，确保信息录入准确，支持线
上查询等。高考录取通知书邮件各个

环节单独交接、单独处理，运输组织落
实“时限优先，自主可控”，投递前必须
先电话联系收件人本人，做好按址上
门投递服务工作，并落实投递签收要
求，严格核实、验证考生或代收人身份
和准考证号码后进行当面签收。遇到
特殊情况，投递员会在与考生本人取
得联系后，根据考生本人要求安排转
寄或再次投递，直到考生顺利领取通
知书邮件。

海南邮政公司提醒考生和家长，
高考录取通知书都采用邮政EMS邮

寄，录取通知书寄出后，可以在电话和
官网等传统查询方式的基础上，通过
关注“EMS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官方
微信生活号功能菜单中的“查件——
录取通知书”，输入考生号/准考证号/
邮件号，随时查看录取通知书寄递派
送状态，实时掌握邮件信息，“EMS中
国邮政速递物流”官方微信将实时更
新、推送通知书配送信息，提醒考生注
意接收邮件。考生和家长在收件时要
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和准考证用于核对
身份签收邮件。

我省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女中音歌唱家胡
特独唱音乐会近日在海南大学音乐厅举
行。音乐会现场汇聚了众多海南声乐爱好
者，胡特演绎了15首不同类型的中外音乐
作品，展示了声乐之美，为观众带来了高雅
的艺术享受。

胡特演唱音色醇厚，舞台形象典雅大
方。整场音乐会上，她用意大利语、德语、法
语、英语和汉语演唱了15首歌曲，涵盖了歌
剧咏叹调、德奥艺术歌曲和中国艺术歌曲及

影视主题曲等形式。
胡特本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声乐表演专业，获声乐表演学士学位，后
赴美国深造，考取美国波士顿大学音乐学
院，并在波士顿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归国
后她师从于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北京大学歌
剧研究院声乐教授戴玉强。2019年8月至
2021年5月，胡特作为独唱演员随北京歌
剧舞剧院在北京音乐厅和北京A33剧场，
演出“我爱北京”系列音乐会近40场。

女中音歌唱家胡特
独唱音乐会在海大举行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汪储慧）
海口高龄长寿老人补贴智能审批系统自7
月1日上线试运行以来，广受市民朋友关
注，迄今已有上万人申请成功。在系统试运
行期间，海口市民政局、海口市政务管理局
收集汇总了市民较为关注的高频问题，详细
解答如下：

1.问：以前已申办并领取高龄补贴，现
在还需要重新申请“高龄长寿老人补贴首次
发放校验”吗？

答：需要。由于“高龄长寿老人补贴”智
能审批系统首次上线，为了实现新旧两种办
理模式的顺利切换，需要全市符合条件的高
龄老人通过线上入口，重新办理“高龄长寿
老人补贴首次发放校验”事项。

2.问：高龄补贴能到线下办理吗？
答：现在该事项的办理原则上以线上办

理为主、线下办理为辅。如线上办理时遇到
户籍或社保卡信息数据无法共享、无法刷脸
认证等特殊情况，可到海口市辖区内任意镇
街便民服务窗口进行线下办理。

3.问：“高龄长寿老人补贴”有哪些网上
办理途径？

答：（1）从电脑端登录“海南省政务服务
网”，选择“海口”站点，在“秒批”专栏中找到
该事项即可办理。

（2）手机登录椰城市民云App，点击“办
事”，进入“海好办·掌上政务大厅”，在“特色
服务”专区进入“秒批服务”专栏，找到该事
项即可办理。

（3）手机登录“码上办事”App，点击“办
事”，下拉到“部门旗舰店”，左滑至“海好办·
海口掌上政务大厅”，在“创新服务”专区进
入“秒批服务专栏”，找到该事项即可办理。

4.问：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怎么办理？
答：有几种帮办途径供老人选择：
（1）由老人家属使用智能手机为老人代

办。
（2）到就近村居便民服务窗口寻求帮

办。
（3）拨打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求助，网

格员或者村居工作人员可以上门帮办。
5.问：已经办理了“高龄长寿老人补贴

首次发放校验”，以后每个月都需要办理延
续校验吗？

答：市民自行决定。市民办理完首次发
放校验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决定办理
延续校验的间隔期，间隔多久办理延续校验
都可以。每校验一次，即可领取一次高龄补
贴。未按月办理延续核验的老人，在进行延
续核验后，政府将对前期暂停发放的补贴予
以补发（补发起算时间不早于老人办理首次
发放校验的时间）。

6.问：刷脸成功后还要上传什么申报材
料吗？

答：不需要，直接引用电子证照即可。
正常情况下，申报该事项所需的身份证、户
口本等证照材料均可通过数据共享获取，市
民只需点击“引用”核实确认后即可获取所
需电子证照。

7.问：引用电子证照与自行上传申报材
料有区别吗？

答：有很大区别。根据智能审批系统校
验规则设定，如果所有申报材料来源均为共
享获取，系统即可实现智能审核，市民提交
申请数秒内即可得知审核结果；如果市民自
行上传材料，则系统无法智能识别，只能将
该办件转到相应镇街开展人工审核。因此
建议广大市民尽量引用电子证照进行申报，
除非发现电子证照无法共享或所共享的电
子证照有误，才需要自行上传申报材料。

8.问：老人人脸识别提示“失败”或者
“异常”该怎么办？

答：如果通过海南省政务服务网海口站
点线上办理，人脸识别提示“失败”或“异
常”，可以选择“人工审批”，上传老人“手持
当月报纸照片”一张即可办理。

通过椰城市民云或码上办事App办理时，
人脸识别提示“失败”或“异常”，目前还无法线
上选择“人工审批”，相关功能正在开发中，市民
暂时只能到就近镇街窗口线下办理。如人脸
识别成功，则无须上传“手持当月报纸照片”。

海口相关部门解答高龄长寿老人补贴申领相关问题

高龄补贴能线下办理吗？
不会用手机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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