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王天宇 粟蕾）反映海南生态、人文地理的
系列生态微纪录片《秘境寻踪》第二季正在热播。
截至8月16日晚，微纪录片及相关话题的总播放
量超1亿次，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海南的生
态之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全球观众眼前。

《秘境寻踪》第一季于去年5月开播。摄制团队
深入鹦哥岭、五指山等地，记录下海南热带雨林的唯
美画面，到去年8月24日第一季16集播放完毕。

今年8月2日，《秘境寻踪》第二季上线，目前
已播出《滩涂蟹兵团》《远方来客》《草甸精灵》3
集，播放量节节攀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
16日18时，新浪微博话题及新华网客户端、人民
日报客户端阅读量达977.6万。今日头条上#新
海南秘境寻踪# #寻找中国秘境#两个话题阅读
量高达3168万次。值得注意的是，《秘境寻踪》第
二季还获得“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首页专题推荐。

此外，《秘境寻踪》第二季在海外社交平台上
也广受好评。有700多家国外媒体以英语、法语、
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泰语、马来语等
多语种进行报道。海南国际传播网、人民网、云南
国际传播交流中心等媒体还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
的官方账号上发布相关视频。截至8月16日晚，
总播放量达370.35万。

扫码看
《秘境寻踪》。

《秘境寻踪》
总播放量破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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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省教育厅近日
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
学校课后服务，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实
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有需求的学
生全覆盖。

开展课后服务是海南教育系统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和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的重要
事项，也是强化学校育人功能、彰显
学校办学特色、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重要举措。
2019年，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政
厅、省人社厅四部门联合印发《海南
省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

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以来，我省海
口、三亚等市县积极探索开展课后服
务试点工作，有效缓解了中小学校放
学后家长的“接送难”“看管难”问题。

通知要求，各县（市、区）教育行
政部门要尽快动员部署所有义务教
育学校“一校一案”制订课后服务具
体实施方案，村小学（教学点）纳入乡
镇中心学校统筹安排。各学校要在
学生自愿参与的基础上，鼓励有需要
的学生全部参加校内课后服务。

据悉，我省将推行课后服务“5+
2”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
课后服务，每天开展 2 小时左右。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课后服务时间

要和家长下班时间相衔接，原则上
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对有特
殊需要的学生，学校应提供延时托
管服务。鼓励各地各校积极探索提
供午休午托服务，并进一步拓展暑
期托管服务。

通知明确，校内课后服务分基础
托管服务和特色托管服务两类，严禁
学校和教师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授
新课、集体补课。其中，基础托管服
务类主要以辅导学生完成作业为主
要内容，老师可以适当进行讲解，并
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
和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
空间；特色课后服务类主要包括文

艺、体育、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
团活动，学校应尽最大努力满足学生
的不同需求。

通知明确，以辅导作业为主要内
容的基础托管服务应由学校教师承
担，特色课后服务中涉及学科类兴趣
小组、社团活动的，一般由本校老师
承担，现有师资无法满足的，可聘任
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
或志愿者参与。严禁除公益性校外
机构之外的培训机构进入校园参与
或组织实施校内课后托管服务，严禁
公益性校外机构聘用在职教师参与
课后托管服务。凡是进入学校的公
益性校外机构和人员，由市县（区）教

育行政部门统一审核把关，严禁有不
良记录人员参与课后服务。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教育行
政部门要立即着手，会同有关部门
建立和完善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
法，通过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
收费等方式保障经费，完善参与教
师和人员的补助政策。教职工参与
由学校举办的校内课后服务可以按
有关规定领取劳务费。劳务费按每
课时税前75元的标准发放，每天不
超过2课时，并应依法纳税。离退
休教师和其他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
人员或志愿者参与校内特色课后服
务的参照此标准执行。

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确保秋季开学实现学校全覆盖、有需求的学生全覆盖

我省将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

“双减”在行动

临高设置5个
垃圾分类示范点

本报临城8月18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王小芳）临高县日前在县城凭海临
江小区、教育小区、小城之春小区、临城镇
文新村和东英镇兰麦村等地共设置了5个
垃圾分类示范点，以点带面，大力推进垃
圾分类工作。这是海南日报记者8月18
日从临高县市政园林管理局获悉的。

“目前这5个示范点的垃圾分类屋
（亭）已建设完毕，分别投放5套四分类
垃圾桶和洗手池，并配备一名垃圾分类
督导员。”临高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副局长
李祥晶说。

本报那大8月18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8 月 18 日上
午，在儋州市那大镇政府大楼前广
场，4架无人机腾空而起，按预定路
线飞行，从空中对那大镇建成区以外
镇域约250平方公里进行航拍巡查，
从源头防控“两违”。这也标志着那
大镇无人机常态化巡查正式启动，开
启“天眼”防控“两违”。

近日，那大镇创新地引入第三方

合作，购买无人机服务，4架无人机
每月2次对那大镇主城区以外镇域
约250平方公里进行航拍巡查，网格
员第一时间对巡查航拍成果核查比
对，快速处置疑似新增违法建筑，让
新增“两违”无处遁形，露头即被清
除。同时一机功能多用，无人机巡查

“两违”时，可以清晰准确发现焚烧秸
秆、黄土裸露、盗采砂石、盗伐林木和
环境污染等违法违规行为，对突发事

件作出快速反应，为社会基层治理提
供科技支撑。

那大镇党委书记尹亚峰说，引入
无人机巡查监控“两违”，是从源头防
控“两违”的创新之举。在网格化三
级巡查防控“两违”机制取得显著成
效基础上，开启“天眼”，改进巡控方
式，发挥出无人机高空巡查的独特优
势，弥补地面三级网格员巡控的不
足，织牢全镇“两违”立体防控网，让

新建违法建筑无处遁形。
近年来，随着儋州市那大镇主城

区建设速度加快，那大镇主城区周边
村庄违法建筑也多了起来，成为阻碍
城市发展的“毒瘤”。那大镇党委、镇
政府从苗头发现和打击“两违”，建立
网格三级巡控+无人机巡查+社会监
督的立体防控网，立体防控网覆盖全
镇151个村小组、27个村（农场）、5大
片区，保护土地资源，推动城市发展。

儋州那大镇使用无人机巡查，从源头破解违法建筑难题

“天眼”监测“两违”难逃

网上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

海口部分学校
将统筹分流入学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计思佳）目前，海
口市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已进入尾声，各学校陆
续完成小学、初一年级新生入学审核。海南日报记
者8月18日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因该市部分义
务教育学校网上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部分符
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将接受教育部门统筹入学。

根据海口市教育局统计，海口市义务教育学
校中，海口市第四中学（初中部）、海口市五源河学
校（小学部）、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西海岸校区）
以及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美丽沙分校等学校报名
人数严重超过招生计划。

海口市教育局表示，针对上述情况，海口市、
区教育局以及相关学校将统筹安排，协调部分符
合条件的学生到周边公办学校就读。近期，接收
学校会陆续通知需要统筹入学的学生，请家长保
持手机畅通。

海口美兰区：

排查整治学生托管机构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陈尾娇）日前，

海口市美兰区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2021年下半年学生托管机构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从8月1日至12月31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将进一步严格学生托管机构管理，切实解决学生托
管机构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学生托管机构安全。

此次专项整治的范围包括学生托管机构的消
防安全、食品安全、防疫措施、治安管理等，整治步
骤分为动员部署阶段、全面排查阶段、整治阶段、
总结验收阶段。其中，8月30日前开展全面排
查，逐一建立工作档案，对辖区内的学生托管机构
摸清底数、登记造册；8月31日至11月30日期间
开展集中整治，专项整治期间，对存在严重违法行
为和拒不整改安全隐患的学生托管机构，集中查
处一批、曝光一批、关停一批；12月1日至12月
31日，将对各镇（街）学生托管机构不低于10%的
比例随机抽查验收，确保整治成效，对验收不合格
的予以通报，并一律重新进行整治。

海口龙华区推出
第三代残疾人证申办服务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通讯员陈娇芬）海南日报记者8月18日从
海口市龙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获悉，为给广大残
疾人士办事和日常生活等提供更多便利，更好地
为残疾人开展服务，在试运行一个月之后，龙华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于8月17日起正式推出第三代
残疾人证申办服务。

据介绍，第三代残疾人证卡面不仅有持证人
基本信息，还有二维码图片信息，通过扫描二维码
可获取残疾人残疾等级、类别、住址等信息。此
外，第三代残疾人证卡面有“盲文”部分采用凸出
制成技术，视力残疾人士只需轻轻一摸，就能准确
地找到残疾人证件。

如何在龙华区政务大厅申领第三代残疾人
证？龙华区政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已有第二
代残疾人证的，凡户籍在海口市龙华区范围内，持
有2021年即将到期的第二代残疾人证的各类残
疾人均可申请换发，对于2021年残疾人证没有到
期的，可在2021年以后到期日前逐步申请换领，
不在本次换领范围内。已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人
员可以持身份证、户口本和第二代残疾人证原件、
近期白底彩色免冠照3张及照片电子版，申请智
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还
需提供法定监护人的户口本、身份证和监护关系
证明材料到龙华区政务大厅（7月26日起已搬迁
到复兴城B座）申请换证。

民生关注民生关注
海报集团

热线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8月18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
镇抱伦居抱安小区住户邱余福向海南
日报记者反映称，由于下水管道堵塞、
化粪池长期无人清理，从2020年春节
期间至今，小区3号住宅楼四周排水
沟里灌满了生活污水，不仅本栋居民
要忍受臭味，整个小区卫生也变得脏
乱不堪。

当天，记者在走访中看到，抱安小
区建在距离抱伦居委会、海南农垦荣
光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光农场
公司）旗下抱伦基地公司办公楼不远
处一处山坡上，中间只隔了一条水泥
路。被污水包围的3号楼处于小区中
间位置，地势偏高。尽管地势高，但是
这栋楼四周的排水沟内满是浑浊的污

水，特别是1楼住户门口前的排水沟
内，污水足足有30厘米深。

由于污水积存在此，只要走进这
栋居民楼就能闻到臭味，住在1楼的
住户都要忍受这股浓烈臭味。在3号
楼南侧，一大摊黑色污泥将小区一条
内部路阻断，过往居民不得不绕行。

抱安小区内共有7栋居民楼，包
括4栋职工安置房、2栋公租房、1栋
廉租房。其中，4栋职工安置房用于
安置原乐光农场有限公司（现已并入
荣光农场公司）征地拆迁职工,于
2011年建成交付使用。这4栋住宅
分两类，一类是高6层、每层6套住房
的住宅，共计有3栋，3号楼属于这类
住宅；另外一类则是高6层、每层4套
住房的住宅。2020年春节期间，受疫
情影响，3号楼内36户居民均居家隔
离。就在居家隔离期间，邱余福家厕
所地漏开始不断冒出小股黑色污水。

“当时，我以为是3号楼内居住人
太多，导致排污管堵塞导致，过一段时
间就好了。”邱余福称，由于小区内物
业公司已解散，自己不知道找谁去处
理，只好每天不停地在厕所内用拖把

清理污水。大约过了10多天，地漏不
再往外冒污水。让邱余福意外的是，
这栋楼四周排水沟内灌满了黑色污
水。他也从一楼邻居处了解到，前段
时间自己家出现的情况，整个一楼6
户住户都出现了。

整天闻着浓烈臭味，为了不让自
己被污水包围，邱余福和邻居先后多
次向抱伦居委会、抱伦基地公司反映
这一情况。“我们反映之后，他们确实
派人过来了解过情况，但是并没有给
出明确解决方案和时间表。”邱余福
称，他和邻居除了多次向上述两个单
位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外，也拨打
了乐东12345政府服务热线，但同样
没有人前来为他们解决问题。这也导
致他们这一年半的时间内，每天都要
忍受臭味，夏季高温时候甚至都不敢
开窗户。

抱伦居委会主任陈炎称，该小区
居住均为荣光农场公司的职工，且整
个小区产权也属于该公司所有，他们
居委会只为该小区居民提供便民服
务，无法参与到该小区修缮改造建设
工作中。小区居民向居委会反映后，

他们也协同荣光农场公司工作人员到
小区展开调查，但是苦于没有资金，该
公司将修缮改造工程耽搁下来了。

抱伦基地公司总经理助理陈积伦
称，小区居民确实多次向他们反映这
一问题，他们也将这一情况反映至上
一级公司荣光农场公司请求解决。通
过实地调查后发现，3号楼之所以出
现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住宅内下水
管道爆裂所致，也有可能是该小区化
粪池自建成之后就未清理过所致，解
决该小区现状问题需要10多万元至
20万元的维修改善资金。由于近年
来荣光农场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尽管
他已多次向上级领导反映，但是修缮
改造资金一直未下拨，导致无法启动
修缮改造工程。

目前，抱伦基地公司也准备采用
另一种方式解决修缮改造资金问题，
将在近期内召集该小区居民商讨，让
居民按照比例承募集一部分修缮改造
费用，不足部分由荣光农场公司出资，
通过居民和公司共同出资方式尽快解
决小区现状难题。

（本报抱由8月18日电）

乐东荣光农场公司职工安置小区排污管道堵塞，导致污水围楼，臭味难忍

居民被臭水包围了一年半

8月17日，在三亚河新
风桥河段，多艘河道清淤工
程船在进行航道清淤作业。

据悉，针对目前三亚河
航道积淤的情况，三亚市相
关部门组织对三亚河城区航
道河段开展清淤整治，提升
航道安全通航能力，保障三
亚内河旅游项目发展，促进
旅游产品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河道清淤
提升通航能力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是党中央着眼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海南教育系统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履行主体责任，把“双减”工作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抓手之一加以推进。海南日报自今日起开辟专栏“‘双
减’在行动”，对党的教育方针和“双减”政策进行宣传解读，总结、宣传、推广海南“双减”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并及时曝光非法校外
培训机构和有悖“双减”理念的相关行为，引导广大师生和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成才观。

编者按

课后服务“5+2”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
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开展2小时左右

教职工参与由学校举办的校内课后服务可以按有关规定领取劳
务费。劳务费按每课时税前 75元的标准发放，每天不超过2课时

校内课后服务分基础托管
服务和特色托管服务两类 制图/陈海冰

3号楼一楼住户门口的排水沟，
长年沉积着黑色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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