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考试局
公布考试政策咨询电话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
高春燕）9月26日，海南省考试局公布考试政策咨询
电话，工作人员将在工作日上班时间（8时至12时、
14时30分至17时30分）为考生解答相关政策。

咨询电话

普通高考：65859689/65853378

专升本/对口单招：65853852
硕士研究生考试：65852288

中招考试：65983889
学业水平考试：65850628

成人高考：65321686/65852960
自学考试：65858182

公务员考试：65813556
教师资格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

65851886
全国英语等级PETS考试/全国外语水平

WSK考试：65852022
英语四六级考试：65852960

特殊时期个人行踪和身体状况为什么不能瞒报？

新闻追踪

本报三亚9月26日电（记者周
月光）9月25日晚上7时，海南日报记
者再次走访三亚市海棠南路与北路，
看到沿途路灯全部亮起来了。三亚
市副市长吴清江说，7月15日，海南

日报以《高档酒店集聚 周边却灯昏
路暗》为题，报道三亚市海棠南路与
北路照明不足，市民游客夜间通行困
难，三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责令
有关部门国庆节前整改到位。

海棠湾有“国家海岸”的美誉，海棠
南路与北路是三亚海棠区的主干道，周
边分布着三亚·亚特兰蒂斯、三亚艾迪

逊酒店、三亚海棠湾民生威斯汀酒店等
多家酒店和三亚国际免税城。2012年
建成投入使用的海棠南路与北路风光
互补路灯，由于年久失修老化，亮度下
降，还有部分路灯毁损不亮。

接市民投诉后，海南日报记者实
地探访，对此进行报道。三亚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要求相关责任人专题

研究，立行立改。三亚市、区两级领
导7月15日、8月24日两次召开现
场办公会议，协调三亚市现代服务业
产业园管理委员会、海棠区住建等相
关部门制定完善的施工方案，成立市
政路灯应急维护工作专班。

三亚市海棠区住建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市政路灯应急维护工作专班

共出动维护抢修车辆60多台次，排
查海棠南路与北路不亮路灯及光衰
路灯，对有问题的路灯全面进行维
修。同时，加强对恢复照明路段路灯
维护管理和巡视巡查，保障附近游客
市民夜间出行安全和通行顺畅，防止
路灯不亮、服务降温事件重演，以良
好的服务环境迎接国庆旅游高峰。

三亚市海棠南路、北路照明不足问题如期完成整改

灯全亮了 夜间出行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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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艳玫

“盼了几年，家门口的道路终于修
好通车，但是公交车站却‘修没了’。坐
公交车要到2公里外的湾坡路口，太不
方便了。”近日，三亚市海棠区林旺社区
的居民胡传俤向海南日报记者反映。

胡传俤口中“家门口的道路”是
指林旺路，是海棠区的主干道之一，
沿途分布着林旺中学、林旺小学、林
旺夜市、酒店旅租、市场、超市等公共
场所，是周边居民的生活商圈，人、车

流量多。据了解，林旺片区包括林旺
社区、庄大村、三灶村、江林村，生活
着大约2.5万人。

“自从林旺路开始修路，公交车
服务就暂停了。”胡传俤说，林旺路从
2017年开始修建，直到今年8月才
完全通车，私家车、出租车、旅游大
巴、员工接送车很常见，却看不到公
交车。

林旺路旁一家副食商行经营者
韩女士说，未修路前这里有23路、28
路公交车经过，站点设在林旺中学

前。现在，林旺站点已被撤除。
“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搭乘从

陵水开来的城际公交到三亚市区，但
一天也没见几趟。更多的时候，我们
得坐租车或者拼车去市区，不少人还
会乘坐‘黑车’。”韩阿姨说。

“修路也影响到我家生意了，出
行不方便，游客都不愿意来住。”张女
士在林旺路经营者一家旅租，修路和
疫情等多重因素导致入住率低。

记者在现场走访核实，林旺中学前
未见公交站点。整条林旺路，在林旺社

区水果市场前，记者见到了一个公交
亭，但没有站牌、公交线路等信息，处于
未使用状态。“公交亭还没有投入使用，
这里没有公交车经过，你要走到湾坡路
口，大约是20分钟路程。”公交亭旁一
家便利店经营者黎女士说。

林旺路已通车，为何不恢复公交
车运行？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三亚公
交集团、三亚交通局相关负责人。“林
旺路修好后，原林旺中学站点变成了
路边停车区域，如果要在此设立站
点，首先要取消停车区域，我们正在

和交警部门进行协调。”三亚公交集
团副总经理周波说。

“我们已开展调研，林旺路设几
个站点，具体设在哪个地方、有没有
乘客坐车等都需要仔细研究。”三亚
交通局运输服务科有关负责人旷冬
年说，目前三亚有28路、32路、34
路、35路公交车通往海棠湾，因28路
是快速车，中间不停站，考虑从其他
几条线路中选择一两条经过林旺路，
方便百姓出行。

（本报三亚9月26日电）

三亚市海棠区林旺社区群众遭遇出行烦心事——

路修好了 公交车却“修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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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马
珂）9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
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以下简称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获悉，海口市8月1日确诊病例胡
某已治愈出院并即将结束隔离观察。

由于胡某主动进行核酸检测，积
极配合属地疫情防控工作，使疫情防

控得以落实“四早”措施，有效防止了
疫情扩散。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对胡某
的行为表示肯定，奖励其3年免费健
康体检。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提醒广大
公众要增强疫情防控意识，加强主动
监测，落实“四早”措施，有中高风险地
区活动史要主动报告，发现发热等症
状及时到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海口确诊病例胡某已治愈出院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马
珂 实习生王菲）9月26日，海南省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发布《关于调整黑龙江省涉疫区来
琼人员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通知》提出，黑龙江省涉疫区

（目前仅哈尔滨市，根据疫情变化动
态调整）来琼人员，为尽量避免进入
我省后集中等待核酸检测结果，应
开展远端核酸阴性证明查验，即原
则上要凭48小时内两次（间隔24小
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车）。
未持有核酸检测证明的，抵琼后在

口岸进行核酸检测，集中等待结
果。出发前要向目的地社区（乡镇）
报备，未报备的，应在到达目的地12
小时内报备。

入琼后做好 14 天自我健康监
测，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
嗅（味）觉减退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口

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医，不
要自行用药，不要到没有资质的诊所
就医，以免延误诊疗。就诊时不建议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所有从黑龙江省入琼且未接种
新冠疫苗的人员，建议尽快就近接种
新冠疫苗。

我省调整黑龙江省涉疫区来琼人员疫情防控措施

涉疫区来琼人员远端查验核酸阴性证明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从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
到，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中，我
省密切关注药品流通领域，通过做好
四类药品零售信息记录，发挥零售药
店“哨点”作用，加强疫情防控监测。

据了解，省药监局要求药品零售
企业落实责任，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监
测预警要求，切实做好购买退烧、止

咳、抗病毒、抗生素四类药品人员的
信息线上登记，确保登记信息完整、
可追溯，充分发挥零售药店疫情防控

“哨点”监测作用。
目前，省药监局已派出督导组到

全省各市县对药品零售企业督导检
查，推动全省5146家零售药店全部与
四类药品销售登记系统连接，做到四
类药品销售数据全部按照要求上传。

我省做好四类药品零售信息记录

发挥“哨点”作用加强疫情防控监测

海南省9月小客车摇号配置结果出炉

中签率28.4%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9月26日15时，海南省第36期小客车保
有量调控增量指标配置结果出炉。本次中签率
28.4%。

本期参与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个人摇号有效
编码33618个，单位摇号有效编码461个。当天
共产生9539个个人普通小客车中签编码，461个
单位普通小客车中签编码。

现场配置仪式结束后，省调控办于1小时内
在调控系统公布指标配置结果，申请人可直接登
录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信息系统网站查
询中签结果。

省调控办提示，指标有效期为12个月且不得
转让。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指标有效期内使用指
标。逾期未使用的，视为放弃指标。以排号或摇
号方式取得的指标逾期未使用的，自有效期届满
次日起，三年内不得申请增量指标。

对提供虚假信息、材料，伪造、变造指标证明
文件以及转让指标的，由调控管理机构取消该申
请人的申请资格、收回已取得的指标，3年内不再
受理该申请人的指标申请。盗用、冒用他人信息
申请指标的，由调控管理机构收回指标。

海口开展
摩托车“驾考”下乡活动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9月25日，海口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在海口市桂林洋中学开展摩托车驾考下
乡便民服务，现场设立摩托车驾驶人理论、场地考
场，协调组织医院派员成立乡镇摩托车驾驶人体
检服务小组，实现摩托车驾考“一站式”办理。

当天开考前，海口交警按照考试管理规范向
考生就摩托车驾驶人考试各项注意事项进行考
前讲解，并亲自示范场地驾驶技能（科目二）和
道路驾驶技能（科目三）两项考试的项目流程设
置。据统计，此次报考二轮、三轮摩托车驾驶证
考试共计215人次，一次性通过考试150人，合
格率为69％。

据悉，为进一步满足乡镇居民驾乘摩托车的
出行需求，有效解决因摩托车无证驾驶引发道路
交通事故的情况，今年以来，海口交警多次组织警
力以乡镇为重点，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摩托车违法
行为专项整治力度，同时持续深入海口东山镇、桂
林洋等地开展摩托车驾考便民服务和摩托车交通
安全相关法规政策的宣讲活动，此次摩托车便民
考试服务本着简化手续、方便群众的原则，为群众
打造家门口的车管所，解决农村居民考证办证的
需求。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专家团队
赴陵水开展手术

为74岁患者切除
腹中24斤大肿瘤

本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王菲）
日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第六分院海
南分院的一支专家团队，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为当地一名74岁患者完成了
一台手术，成功为患者取出腹腔一24
斤巨大肿瘤，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

患者陈阿婆今年74岁，一年前发
现自己腹部鼓胀。没想到最近肚子越
来越大，到医院检查竟在腹腔发现一
个比篮球还大的肿瘤。出于对手术的
恐惧，陈阿婆一直不敢到医院治疗。

今年7月21日，青岛大学附属医
院正式托管海南陵水县人民医院，成
立青大附院第六分院海南分院。9月
3日，由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院长董蒨
带队的青大附院专家团来到海南分院
义诊，得知了陈阿婆的病情。

青大附院专家团队为陈阿婆的病情
进行了全面评估，发现这个肿瘤居然比
篮球还大。肿瘤将肝脏、脾脏和胃肠等
脏器挤压到一边，几乎占据了整个腹腔。

由于陈阿婆是一位74岁的高龄
患者，同时合并多种内科疾病，手术面
临巨大挑战。为此，青大附院海南分
院举行全院多学科疑难病例讨论会
（MDT），并邀请青大附院放射科主任
徐文坚教授远程阅片，并经医院多个
相关科室共同进行术前讨论、风险评
估，拟定手术方案。

最终，在9月9日，青岛大学附属
医院专家团队顺利为老人切除了腹腔
内的巨大卵巢肿瘤。术后，该院妇科
团队密切观察老人病情，经过ICU以
及护理团队的共同努力，目前陈阿婆
已康复出院。

海口31家校外培训机构
停止办学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王科宁 翁诗君）为切实落实“双减”政策，自9月12
起至24日，由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牵头，市公安局
琼山分局、市综合执法局琼山分局、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琼山分局、琼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及街道办组成
的专项整治组，开展了为期13天的专项整治联合
执法系列行动，31家培训机构停止办学。

在专项行动中，该专项整治组对辖区内主要
街道（府城街道，国兴街道，滨江街道，凤翔街道）
进行地毯式排查，还深入到各乡镇（云龙镇，红旗
镇，三门坡镇等）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联合执法整
治工作。

目前，该区已对登记在册的132家无办学许可
证的培训机构全部排查完毕，完成率100%，总共
开展联合排查整治6次，出动204人次。在排查过
程中发现：无证无照3家，关门22家、停止办学22
家，未找到8家，有照无证77家。整治过程中，对
非学科类有照无证机构当场开具33张限期整改通
知书，31家培训机构停止办学（其中：9家责令停止
办学、22家已停办），其余机构将继续跟踪。

下一步，琼山区将对校外培训机构择期进行
“回头看”。同时，将以此专项治理为契机，推动建
立校外机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有序推进“双减”
工作落地落实。

“双减”在行动

棋艺名师进校园

9月26日，5位国际象
棋特级大师走进儋州市那
大镇中心小学，与120多名
小棋手交流互动、传授棋
艺。本月22日，儋州第十
二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
霸战启幕，经过3天的激烈
比赛，丁立人获得本届超霸
战冠军。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疫情防控小课堂

为什么要强调疑似风险人群主动报告？

疫情防控最有效的措施之
一，就是切断病毒的传播渠道，为
此就需要发现、追踪、分析病毒的
传播渠道，这样才能有效地切断

它的传播渠道。坚持及时发现、
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
才能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个人行踪和身体状况虽然属
于个人的隐私，但是在疫情防控
期间，确诊病例、疑似病例隐瞒这
些信息，将影响对病毒传播渠道
的跟踪和了解，并可能对他人健
康包括自己亲友的健康和社会安

全构成威胁。因此，每个公民都
应当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依法
如实报告旅行史、居住史、体温检
测、症状等情况，履行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等法定义务，自觉参与
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什么是“四早”措施？

“四早”措施是指: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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