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每年认定一次，经
认定的幼儿园有效期
为3年

海口市、三亚市、洋浦经济开发区
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的收费标
准，应控制在当地同级别公办自收自
支幼儿园保教费标准的 1.8倍以内

其他市县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保教费的收费标准，应控制在当地
同级别公办自收自支幼儿园保教
费标准的 1.5倍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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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笔试10月底举行
9月2日至5日网上报名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高春燕）省考试局8月17日发布公告，2021年
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10月30日
举行，考生可于9月2日至5日进行网上报名。

报名人员须符合海南省教师资格认定的学历
条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户籍在海南省的
人员（含在职、待业人员）或持有海南省有效期内
居住证的外省市户籍人员；2.在海南省全日制普
通高校就读的在校三年级以上（含三年级）学生，
或户籍在海南省，在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
在校三年级以上（含三年级）学生，可以报名参加
与本人毕业时取得学历层次相应科类的考试；
3.在海南省生活、居住的港澳台居民。

被撤销教师资格的人员，5年内不得报名参
加考试；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故意犯罪受到有期
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考试。
曾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行为的人员，按照《国
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报名办法、考区设置、考试科目可登录省考试
局网站查看。

省侨联举办
“金秋助学”活动
发放498.7万元助学金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昂颖）8月17日下
午，省侨联系统2021年金秋助学仪式在海口举行。
今年，海南省侨联联合相关侨界社团共筹集发放助
学金498.7万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254人。

为确保把关怀送到真正需要的学生身边，省
侨联根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建档情况，精准摸
排，实时跟进大学的录取进度，帮助侨界困难学子
实现求学梦想。

受助学生纷纷表示，将在新起点上勤奋学习，
自强不息，以优异的成绩和过硬的本领实现自己
的人生理想，回馈家乡、回报社会。

据悉，这是省侨联连续20年开展金秋助学活
动，得到省符确历史文化研究会、省颖川历史研究
会、省江夏文化源流研究会、省南阳文化源流研究
会、省昼锦福利事业促进会、省潮商文化研究会、
省邢宥研究会、省侨爱公益基金会、省越柬老归侨
联谊会9个侨界社团的积极响应，弘扬了“侨帮
侨、侨助侨、侨爱心”的优良传统，彰显了侨界奉献
社会、回报社会的责任担当。

我省2022年度
城乡居民医保9月开缴
缴费标准为320元/人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孙慧）海南人注
意了！从今年9月1日起，海南2022年度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我省2022年度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时间从9月1日
至12月31日，缴费标准为320元/人。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有线上线下两种缴费方
式。线上缴费:一是可通过微信、支付宝上选择相
关入口缴费；二是通过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招商
银行手机银行及光大银行云等商业银行手机
App上缴费。线下缴费可在各市县乡镇（街道）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代征点通过智能POS
机、聚合二维码缴费，或是直接到邮储银行、工商
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等商业银行
营业网点柜面缴费。

海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征缴对象为以
下6种：一是具有本省户籍，未纳入城镇从业人员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人员：不能足额享
受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且确无能力补
缴的退休人员。二是具有本省学籍的大、中、小学
校和幼儿园的在校（园）生（含港澳台及外籍大学
生）。三是已经取得本省居住证且未在原籍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的外省户籍非从业人员。四是已经
取得本省居住证未纳入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外籍人员。五是服刑人员（包
括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人员）。六是符
合《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及相
关规定的其他人员。

海口江东新区首批
高标准农田进入收获季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王聘钊）8月16日，在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江东大
道旁的江东田园项目6号地块，两台收割机在田
间地头来回穿梭，机械的轰鸣声，吹响了丰收的号
角。

“田里种的是节水抗旱稻品种旱优73号，该品
种用水用药用肥都会大大减少。”江东田园项目负责
人王甲启表示，从今年7月底起，海口江东田园项目
首批高标准农田陆续进入了收获季。此次收割的6
号基地共167.5亩，计划可收获稻谷七八万斤。

据了解，江东田园项目于今年1月份正式启
动，涉及新管、大昌、仲恺、东营四个行政村，政企通
力协作，分步骤将撂荒地有序规整成11个连片高
效农田。

首艘国内建造全潜式大型旅游观光船亮相三亚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
晓惠）近日，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
财政厅联合对《海南省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认定、扶持及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规范相
关工作，明确将按照平均每生每年
1200元的标准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安排奖补资金。

《办法》明确，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是指设立条件、保育教育质量达到市
县三级幼儿园及以上办园水平，受政
府委托和资助提供学前教育服务，并
按照协议价收取保教费的非营利性
民办幼儿园。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年认定一
次，经认定的幼儿园有效期为3年。
符合区域性幼儿园建设发展布局规
划，由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
个人利用非财政性经费举办的非营
利性民办幼儿园，均可向当地教育行

政部门提出申请。凡存在违法办园
行为、小学化教育倾向严重、年检不
合格者或年检暂缓通过限期整改后
复检不合格者的，一律不得申报；凡
近两年内发生过较为严重安全事故
或者办园环境中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的，同样不得申报。

根据定价普惠原则，海口市、三
亚市、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保教费的收费标准应控制
在当地同级别公办自收自支幼儿园
保教费标准的1.8倍以内；其他市县
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的收费
标准，应控制在当地同级别公办自
收自支幼儿园保教费标准的1.5倍
以内。没有公办自收自支幼儿园的
市县，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的
协议价标准，可在政府相关部门和
申请认定加入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
充分协商、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适当

调整，具体提高幅度可综合办学成
本、经济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等
因素，由教育部门会同发改、财政等
部门确定。

根据《办法》，我省将利用财政资
金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按照
平均每生每年1200元的标准安排奖
补资金。在教师培训，以及国家规定
的税收优惠政策、幼儿资助政策等方
面，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与公办幼儿园
享有同等待遇。同时，我省将建立公
办幼儿园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对口
帮扶机制，提高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
管理水平与保教质量，鼓励各市县和
相关部门（单位）在上述奖补的基础
上，通过建设补助、设备补助、规范办
园奖励、教师培训补助、教师工资补
助、租金减免等形式，推进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不断提高办园水平、提高教
职工工资待遇。

我省修订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扶持及管理办法

按年生均1200元标准奖补普惠园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习
霁鸿）近日，我省多地连续数日出现
雷阵雨天气，地方气象台数次发布
雷雨红色预警信号。这是为何？这
种天气将持续多久？海南日报记者
就此采访了海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
员吴志彦。

吴志彦介绍，雷阵雨是由午后局
地对流造成，具有生消快、局地强、降

水时空分布不均等特点。而海南岛
午后往往会在某些特定地区出现辐
合线，在同时具备良好的水汽和热力
不稳定条件时，会在辐合线附近触发
强的对流。

吴志彦表示，根据目前的气象
信息，预计未来一周海口仍可能会
出现午后雷阵雨天气，但具体的影
响时间和地点需要临近判断。

为何我省多地近期频现雷阵雨？
气象专家：午后局地对流所致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罗科凯）“海口地区因台风
天气造成城市内涝，多名群众和重要
物资被困，部分群众落水，急需救援，
请相关单位迅速出动！”8月16日下
午，随着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一
声令下，由248名指战员、41辆执勤
车辆迅速集结，在海口市国家帆船帆
板基地码头开展水域救援作战力量

编队实战拉动演练。
此次演练采取“无预案、全要素、

全过程”的形式，对海口地区水域救援
急救援作战力量体系建设情况进行全
面检验。现场模拟台风灾害事故现场
可能出现的道路漫水、强风过境等场
景，采取桌面推演、现场导调、随机设
情的方式，设置舟艇绕标、活饵救人、
架设横渡系统孤岛救援等实操科目，

实地考核指战员灾害现场安全管理及
救援应变能力，充分检验参演单位应
急救援作战力量体系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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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首艘国内建造大型民用水下观光船——塔沃全潜式观光船在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揭幕，并将于近期交付蜈支洲岛景区。

塔沃全潜式观光船长19.6米，宽3米，潜水深度60米，可载44名成人及6
名儿童。该船为国内企业生产制造的第一艘全潜式大型旅游观光船，由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入园企业——塔沃（海南）深海科技有限公司打造。

文/本报记者 黄媛艳 图/本报记者 武威

海南消防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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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岛多云为主，北部、西部和中部的局
地午后有雷阵雨，南部局地有小阵雨。各
海区风力 5-7级

预计18日夜间
到19日白天

北部，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33℃～35℃

中部，多云，午后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34～36℃

东部，多云
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2℃～34℃

西部，多云，午后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3℃～35℃

南部，多云，局地有小阵雨
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31℃～33℃

20日夜间
到24日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8月8日，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下
发关于“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消防
技术服务措施通告，不少市民以为小
区地下自有停车位可以顺利安装小汽
车充电桩，但是现实却事与愿违。8
月17日，海口秀英区蓝城印象小区业
主张运福称，7月下旬，小区包括他在
内一共有4名业主向物业递交了申
请，准备在小区地下车库自有车位上
安装充电桩，但是小区物业以各种理
由搪塞，至今未给出明确答复，导致他

们安装充电桩一事“卡壳”。
蓝城印象小区位于永万路6号，

是一个有着1300多户住户的小区。
按照人车分离建设理念，小区地面未
建停车位，1000多个车位均建在地下
室。为方便停车，张运福在2020年
11月份购买停车位。今年4月份，又
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海南日报记
者在该小区地下停车库走访中了解
到，目前，小区入住率已超50%，包括
张运福等人在内，小区至少有20多户
业主已购买了新能源汽车。

“整个小区没有一个充电桩，我们
要么到旁边的小区内充电，要么就到
5公里外的假日海滩公共充电桩处充
电。”张运福称，旁边小区内充电桩经
常不够用，很多新能源车车主不得不
开车到假日海滩充电。来回奔波加上
充电的时间，一般要花费1小时。对
于已经退休的他来说问题不大，但是

另外3人都是上班族，有时候下班都
晚上八九点了，充电回来都快10点
了，特别不方便。

“我们小区未实施抄表到户，想要
安装充电桩须向物业申请。”张运福
称，今年7月下旬，他和另外3名邻居
先后向物业递交了安装充电桩的申
请。原以为很快就会接到物业通知，
让他们赶紧联系充电桩安装企业前来
安装。但是让张运福等人意想不到的
是，4人多次向小区物业询问，物业工
作人员要么说需跟上级领导沟通，要
么以须上报消防部门等借口搪塞，就
是不给出明确答复。

2020 年 10 月，省住建厅、省发
改委、省工信厅及省消防救援总队
发布的《关于规范住宅小区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建设管理流程的通知》
明确，住宅小区未实行抄表到户的，
用户向物业服务企业提出需求，由

物业服务企业或其委托的充电桩运
营企业向所在区域供电企业提出用
电报装申请。

海南日报记者当天在采访中也
了解到，该小区由海口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物业管理公
司是该公司旗下的海口凯域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为何该小区物业管理
公司以各种理由不答复业主安装充
电桩一事？海口凯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蓝城印象物业服务中心主任魏
文建称，由于担心目前小区地下室
消防安全及小区供电容量不足等问
题，确实一直未明确答复张运福等4
人充电安装申请。当天，魏文建在
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他依旧不
能给出明确的答复。

但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消防技术
服务措施通告中明确，任何居住小

区、单位、个人在既有停车位安装电
动汽车充电设施，无需向当地消防
救援机构申报审批手续；全省各级
物业服务企业、相关单位不得以影
响消防安全为理由阻碍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安装工作。为解决未抄表到
户小区安装充电桩后电容量不足难
题，海口供电部门也在积极推进小
区抄表到户工作。

为何相关部门大力推进充电桩
进小区，但是小区物业却不配合？省
业主委员会协会会长肖江涛称，目
前，充电桩进小区难题有二，一是物
业消防责任不明确，这需要相关部门
深入调研症结所在，给出更好解决方
案；二是要积极解决部分小区供电容
量难题，除了大力推进小区抄表到户
工作之外，还需要给出更多解决方案
予以解决。

（本报海口8月17日讯）

消防等职能部门出台政策大力推进，物业却以安全等理由不予配合

充电桩进小区卡在“最后一公里”
民生关注民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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