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计8月至10月

气温8月和9月偏高0.3℃～0.5℃
10月偏高0.2℃～0.4℃

影响我省的热带气旋个数为4至6个
其中影响海南岛的为3个至5个

登陆海南岛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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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至5日

全岛多云有阵雨或
雷阵雨

局地有大到暴雨

7月31日至8月2日

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
局地午后有
阵雨或雷阵雨

8月6日

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
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
各地最高气温缓慢升高

全岛大部分地区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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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加大力度整治
乱占耕地建房
依法拆除违法建筑面积700余平方米

本报定城7月30日电（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吴姜宏）海南日报记者7月30日从定安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获悉，连日来，该局联合定城镇政府、龙
河镇政府对农村新增乱占耕地建房开展拆除整治
行动，共拆除违法建房约705平方米。

在龙河镇，执法人员分别依法拆除天池村3
幢、米筛塘村1幢违建房，拆除违建面积约579平
方米。在定城镇，执法人员对该镇水冲坡村的1
幢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违建房依法进行拆除，拆
除面积约127平方米。

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整
治行动开展前，工作人员分别向违建当事人下达
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在违建当事人没有限期恢
复土地原状的情况下，依法下达《拆除通告》，对违
建房进行强制拆除。拆违现场，执法人员拉起警
戒线，在确保现场无相关人员的情况下，出动工程
机械依法进行拆除，拆违过程井然有序，未发生人
员纠纷事件。

我省高招专科批填报志愿工作
今日8时启动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
高春燕）2021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高职（专科）提
前批、高职（专科）艺术类、高职（专科）体育类和高
职（专科）批的填报志愿工作将于7月31日启动。
7月31日8时至8月2日17时30分，考生可登录
海南省考试局网页上的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

高职（专科）提前批设6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
个院校专业组内设6个专业志愿和服从专业调剂
志愿；高职（专科）艺术类、高职（专科）体育类、高职
（专科）批各设1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
业组内设6个专业志愿和服从专业调剂志愿。

现尚未被高校录取，即录取状态为“自由可
投”的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是
否填报本批次志愿。同时，考生填报志愿须本人
选考科目满足拟报院校专业组科目要求方可填
报；对于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的院校专业组，考
生在报考时无选考科目限制。高考报名资格审核
结论为“同意报考，但只能报考本省的高职专科学
校”的考生，只能填报本省高职专科的学校志愿。

根据教育部规定，考生被学校按其填报的
志愿投档或录取后，省考试局不再受理考生的
退档或转换录取申请。省考试局提醒考生在填
报志愿时务必慎重考虑，自己选择填报志愿，切
忌盲目填报。因填报不认真，出现填报院校专
业组代码或专业代码错误而造成的后果由考生
本人负责。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专科批实行先填报
志愿，再根据招生计划数和填报志愿考生人数划
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办法。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确定后，省考试局将在其网站公布。

洋浦产城融合安居工程召开
项目质量管控工作大会

打造群众满意民生工程
本报洋浦7月30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洋浦经济开发区产城融合安居工程（一
期）项目是省重点工程，也是洋浦重要的民生工
程。7月30日，洋浦专门召开项目质量管控工作
大会，业主单位、代建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
现场签订质量管控承诺书，承诺高标准建设，把产
城融合安居工程项目建成质量过硬、群众满意的
精品工程。

洋浦工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要依法依规对项
目工程建设的重要设备、材料按市场最高标准进
行招标采购，要建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供货单
位黑名单制度，对不信守承诺、不按合同施工、不
认真履行监理职责、不按合同供货的单位，一律列
入黑名单，并对外公布。要建立工程质量终身追
责制，将施工方单位名称和负责人姓名、监理方单
位名称和负责人姓名制成永久性标识牌，放在项
目显著位置，如果发生工程质量问题，对相关责任
人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于今年7月13日开工的洋浦产城融合安居
工程及配套设施（一期）是洋浦最大的安居工
程，投资额达44.68亿元，计划2023年上半年竣
工。项目位于洋浦新规划的东部生活区，建设内
容包括47栋高层住宅、5栋商业楼、5栋停车楼、
社区中心、人防等主体工程以及给排水、道路、
绿化等配套工程，其中安置房共4922套。项目
建成后，可满足近5000户搬迁户和引进人才的
住房需求。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符武月）7月27日，市民
羊秀琴陪同16岁的儿子，在儋州市
第二中学的临时接种点接种新冠疫
苗，她说：“今天我儿子接种新冠疫苗
后，我们一家都接种新冠疫苗了，预
防新冠疫情更有信心了。”

儋州市第二中学有关负责人祝
平说，设在学校的临时接种点是7月
26日下午启动的，主要承担为本校
与弘文学校学生接种新冠疫苗的任
务，符合接种新冠疫苗条件的学生，
由学校统一组织到临时接种点接种
新冠疫苗。7月27日当天，为1000
多名学生接种新冠疫苗。

“接种新冠疫苗后注意休息，不
要剧烈运动。”在儋州市第二中学的
临时接种点，儋州市人民医院的医护
人员林瑞凤提醒学生接种新冠疫苗
后的注意事项。儋州在临时接种点
临时派驻医护人员团队，防范有人接
种新冠疫苗后出现不适反应，可及时
采取措施医治。

儋州市教育部门同市卫生健康

部门加强指导，学校做好对学生的
沟通告知、摸底统计、宣传教育、预
约接种等工作。以在校园设临时接
种点集中接种为主、常规固定接种
点为辅的方式，分别为在校学生和
非在校人员接种新冠疫苗。学生是
未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时需有监
护人陪同，提供由监护人签字的知
情同意书。16岁的学生符正松说：

“我接种新冠疫苗感觉良好，假期外
出旅游更加安全。”

“全市12至17岁在校生共6万
多人，主要在学生较多的学校设临
时接种点，对学生人数较少的学校，
按照就近原则设临时接种点。”儋州
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儋州在全
市校园中共设有73个临时接种点，
分年龄段有序安排学生接种新冠疫

苗。7月底，为15岁至17岁学生接
种第1剂；8月份，为12岁至14岁学
生接种第1剂，同时，为15岁至17
岁学生接种第2剂；9月开学后，学
校开展查验入学适龄学生接种新冠
疫苗情况，对未接种学生补接种新
冠疫苗；各镇对非在校未接种学生
补接种新冠疫苗；10月底前，完成
12岁至14岁学生接种第2剂。

12岁至14岁学生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有序铺开

儋州在全市校园设73个临时接种点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孙
慧）海南日报记者7月30日从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我省把城镇
老旧小区电力改造工程纳入建筑市
场诚信评价管理体系。施工单位在
工程建设过程中，造成工程质量问
题的违规行为，如未按设计图纸施
工或偷工减料等情况，都会列入我
省建筑市场管理诚信不良记录。

据介绍，省住建厅要求在推动我
省城镇老旧小区电力改造工作，要充
分利用电力现有设备，实现资源共
享，降低改造成本加强质量监管，提
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整体水平。

在规划设计上，项目业主、设计
方、施工方要在满足供电安全可靠的
前提下，优化规划设计方案，最大程

度减少配电房本体结构及土建工程
的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如涉及更换
变压器的，在满足安全可靠前提下，
优先使用同等容量费用较少的变压
器。新建箱式变压器应尽可能靠近
小区用电负荷中心，提高小区供电质
量，减少线缆的投入费用。小区要配
合提供电力设施安装场地，项目业主
方要应根据小区入户调查情况，并结
合居民改造意愿予以确定小区用电
负荷，根据用电负荷合理确定设备间
隔、线缆保护管等空间的预留，尽可
能节省改造成本。

老旧小区电力改造还要尽量共
享临近配电资源，在供电可靠性、负
载率和电压质量满足要求的前提下，
可将临近小区供电设备整合，实现临

近小区的配变、线路等供电设备资源
共享，减少资源投入。同时，老旧小
区电力改造要充分利用原有配电线
路、设备及设施，节省改造成本。

老旧小区电力改造要规范项目
管理，老旧小区电力部分改造方案设
计完成后，应报当地项目主管部门、供
电局进行联合审核，审核时间不超过
5个工作日，审核结果以会议纪要形
式存档备案，审核通过后方可开展后
续工作。隐蔽工程施工时，由施工单
位提出申请，项目管理单位召集当地
供电局开展中间检查。改造完工后，
由施工单位提出申请，项目实施单位
召集相关部门、单位开展竣工验收。
验收标准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执行，
各单位不得擅自提高验收标准。

我省城镇老旧小区电力改造纳入建筑市场诚信评价管理体系

施工方违规将列入诚信不良记录

本报讯 （记者赵优 通讯员陈
辉）日前，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主办的“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2021年海南省“春风村雨”
文化惠民活动在文昌文城镇南阳村
落下帷幕。该活动自6月28日在海
口市石山镇施茶村启动以来，陆续走
进澄迈县文儒镇文儒村、临高县东英
镇头洋村等20个村，开展了120场文
化惠民活动，惠及群众15万余人。

据介绍，今年是“春风村雨”文化
惠民活动连续举办的第二年，活动整
合全省公共文化惠民活动，紧紧围绕

“庆祝建党100周年”“我为群众办实
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推进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主题，依托乡镇综
合文化站、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等文化阵地，通过“演出、培训、阅读、
讲座、展播、宣讲”等形式，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除了观看演出，村民自己上台演
出更是一大亮点。三亚市崖州区保
平村彩虹文艺队为街坊邻居献上了
《不忘初心》《梦回大唐》等舞蹈。

文化惠民演出的举办，让基层群
众欣赏到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丰
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此
次“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的重要
一环，移动图书站此次满载着近千册
图书走进各个村落，为当地村民尤其
是学生提供图书、报刊阅读服务，受
到群众的欢迎。

在儋州市南丰镇和大村，移动图书
站一进村里，便吸引了同学们的目光。

同学们有序列队借阅，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挑选科普类、童话类、漫画类、科幻
类图书及期刊。据了解，移动图书站不
仅提供图书阅读服务，还给当地村民赠
书。据统计，此次移动图书站开展送书
下乡活动20场，满足偏远地区群众和
学校学生读书的需求。

与此同时，广场舞教学、红色故事
分享会、科普展播、消防宣传、科学营
养等社会知识普及系列主题活动也受
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乡
村振兴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文化
下乡提供更多保障，让村民在田间地
头唱起来，在村里村外舞起来，不断从
文化中、精神上提升满足感和幸福感。

2021年海南省“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落幕

120场活动惠及15万余人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刘爽 翁小芳 吴春娃）海
南省气象台7月30日预报，未来7天，
初期和后期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局
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中期全岛多
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未来 7
天，海南岛初期和后期总体天气较
好，中期有阵性降水。北部、南部和
中部地区晚稻及时增施穗肥，促进正
常孕穗生长。西部地区晚稻施放分

蘖肥，增加有效分蘖。各地胶园应采
取科学割胶技术，挖掘产胶潜力。果
园注意清除攀岩性杂草，防范病虫害
发生发展。

未来30天趋势预测：预计8月平
均气温全省略偏高，月雨量以略偏少
为主。主要降水时段：上旬前期至中
期、中旬中后期、下旬后期。极端最高
气温主要出现在上旬末至中旬初。预
计月内可能有1至2个热带气旋影响
我省。

未来7天琼岛天气总体较好

中期有大范围降雨

李仕民同志逝世
原海南军区独立团军械股股长李仕民同

志，因病于2021年7月27日14时52分在解
放军第九二八医院逝世，享年92岁。

李仕民同志1929年12月出生，海南文
昌人，1944年9月入伍，1955年1月入党，历
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队长、分队长、队长、
股长等职，1981年7月离职休养。抗日战争
时期在琼崖独立队参加了抗击日寇的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琼崖独立队常胜支队和
公安队参加解放海南岛作战。荣获独立自由
奖章、独立功勋荣誉章、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纪念章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各1枚。

海南省军区老干办

2021年7月29日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马
珂）7月30日，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疫情防控
组发布紧急通知称，自7月20日江
苏省南京市禄口国际机场发生本土
新冠肺炎病例以来，疫情已外溢扩散
至多个省市，涉及机场、旅游景点等
特殊场所，疫情扩散风险大，防控形
势严峻复杂，在琼人员非必要不前往
中高风险地区和涉疫地区。

通知要求，各市、县、自治县及洋
浦经济开发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省委各部门、省级国家机关各部
门，各人民团体切实落实“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的防控策略，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通知指出，一是非必要不前往中
高风险地区。请持续关注疫情地区
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的行动轨迹，以及中高风险地区和

涉疫地区变化。在琼人员非必要不
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和涉疫地区，确
需前往的，旅程途中全程做好个人
防护，旅程结束归琼前开展核酸检
测，按要求落实我省相关管控措施，
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二是增强个人防护意识。自觉做
到少聚集，勤洗手，用公筷，1米线，科学
戴口罩（包括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时、就
医时、拥挤时、乘电梯时、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时、进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时），
注意咳嗽礼仪。房间常通风，做好日常
清洁消毒，加强锻炼，坚持规律作息。

三是配合健康监测。严格执行
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的疫情防控
措施，落实查验“两码”（健康码、行程
码）、测体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

四是尽快接种疫苗。符合条件
且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人员，应积
极主动尽早接种，提高免疫能力。

五是主动申报告知。自觉遵守
疫情防控规定，如有涉疫地区行程
史、经停史或发现涉疫人员要主动向
所在单位和村（社区）报告，不得迟
报、漏报、瞒报、谎报。要主动配合当
地疾控部门和社区的调查登记、样本
采集、日常健康监测、居家健康观察、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等防控措施。如
有发热、咳嗽症状必须做好自我防
护，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检查。

我省发布疫情防控紧急提示：

在琼人员非必要不到中高风险地区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刘爽 邢彩盈）海南日报
记者7月30日从海南省气候中心了
解到，预计8月至10月，影响我省的
热带气旋个数为4个至6个，接近常
年（4.8个），其中影响海南岛的为3个
至5个，登陆海南岛1个，接近常年，
影响和登陆平均强度接近常年，但期
间可能会出现个别较强台风影响，热
带气旋灾害略重于常年。

预计终台可能出现在12月上旬，

较常年（11月下旬）偏晚1旬；最后一
个影响海南岛的热带气旋可能出现在
10月下旬，接近常年（10月下旬）。

汛期起讫日及雨量：2021年雨季
已于 4月 26日开始，较常年（5月 6
日）偏早10天；预计2021年雨季结束
期（后汛期结束日）在10月下旬，偏晚
1旬。8月至10月各地总降雨量较常
年略多，其中8月以偏少5%至10%为
主，9月和10月偏多5%至15%。暴
雨洪涝灾害总体略重于常年。

未来3个月或有
4个至6个热带气旋影响我省

7月29日，海口市四季华庭
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护人员走进
社区，为65岁以上老年人开展免
费健康体检，并为他们普及健康
知识。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关爱老人
免费体检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