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充足

⬆10月14日，在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营根镇集贸市场平价蔬
菜专营区，市民选购新鲜蔬菜。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0月13日下午，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鹦哥岭发生
多处山体塌方，G361国道交通受阻，省公路管理局白沙公路分
局的工作人员及时达到现场，连夜清理倒木、土方。图为挖掘机
压紧鹦哥岭塌方位置的坡面土方。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路畅通

我省解除台风四级预警，受冷空气和热带辐合带共同影响

未来几天将有较强风雨天气

本报石碌10月14日电（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
冯定坤）“这个冬瓜苗被水泡过后
已经死了。全部要重新育苗，现在
我们把架子搞好，等到种子育好
了，就拿来种。”10月14日，在昌江
黎族自治县海尾镇长山村，冬瓜种
植户黄照寿对灾后恢复生产充满
信心。

种植户黄照寿和姐姐今年种了
58亩冬瓜苗。受到台风“狮子山”
和“圆规”叠加影响，他种植的冬瓜
苗大部分都被水浸泡。

10月 14日上午，记者在海尾
镇长山村和大安村的冬瓜基地看
到，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受灾严重的
种植户对浸泡的冬瓜基地进行排
水，有些种植户把被风吹倒的架子
重新搭架起来。

据了解，受台风“狮子山”和“圆
规”的叠加影响，海尾镇冬瓜基地受
损面积达6200亩。

昌江6200亩冬瓜基地受损

农户积极恢复生产

本报海口10月14日讯 （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 通讯员符
志敏 蔡翔任）10月14日7时许，海
口的卢女士开车送孩子去学校。从
金盘路到芙蓉路，一路上，卢女士发
现，马路上车流通畅，环境干净整洁
——13日下午，在12级台风“圆规”
登陆后，海口全市上下迅速响应、连
夜奋战，于14日6时前恢复城市生
产生活秩序。

凌晨1时回家，半夜4时重新到
达点位——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
应急队伍工作人员肖兴儒的工作时
间表，是近两天全市园林环卫工人忙
碌工作的写照。13日15时40分，台
风“圆规”在我省登陆。17时风雨稍
减弱后，海口园林环卫系统职工便全
体出动，以最快速度清理积水落叶、
折枝树木，保障道路通行条件和市民

正常出行。
当天17时许，肖兴儒开着高空

作业车和同事来到金鼎路附近。看
着路面上铺满了折断的树枝，有的行
道树还被“连根拔起”，肖兴儒和同事
们立马投入到清障工作中。他们先
把倾倒树木的枝条锯断，扔进粉碎机
中粉碎。紧接着，将挂钩和吊带绑到
树干上，利用高空作业车的吊臂，将
树干从地面拉起，一点点挪到了马路
边。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不能让
刮倒的树枝影响第二天市民的出
行。”肖兴儒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等清
理完所有路障后，再来着手对树木进
行重新栽种。

14日凌晨4时，天还未亮。同
样是睡了不到4个小时，秀英区环
卫工人郑金梅已到达所负责的长彤

路进行清扫保洁。因昨天台风风力
特别大，除了刮下成堆的树枝、树
叶，还有不少海里的垃圾被吹到了
马路上。

暗黄的路灯下，郑金梅用扫把将
树枝等垃圾一点点扫堆铲起。有些
湿哒哒的落叶被黏在了地上。郑金
梅便蹲下身，用铲子一点点清理，最
后集中拉到附近的垃圾屋进行倾
倒。6时许，朝阳升起，晨晖下的长
彤路已重新变得整洁畅通。

14日上午7时许，在海口滨海大
道招商局大楼前，海口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秀英分局综合行政执法队员正
协助施工工人恢复围挡。“围挡距离
道路比较近，存在安全隐患。台风来
临前，我们要求施工方将围挡拆除。
现在，台风过去了，我们来现场督促
协助施工方进行安装恢复。”秀英区

海秀街道办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副队
长钟茂介绍道。

钟茂带领的海秀街道中队共有
6人，从13日起，大家便奔波在海秀
街道大街小巷，及时清理倒伏树木、
扶正围挡、指示牌、垃圾桶等设施。

“昨晚，台风过后，我们连夜对各条主
干道路秩序进行恢复，当晚10点滨
海大道全线恢复正常通行。”钟茂介
绍，14日上午，该辖区市容秩序已恢
复正常。

接下来，该市还将加大“三港一
站”通航应急服务保障、做好灾后卫
生消毒和疫情防控，全力组织抢收蔬
菜、恢复农业生产与农用设施修护，
做好各大农贸市场菜价监测与调控，
确保蔬菜保质保量有序供应，为全市
人民群众营造安全有序良好的生产
生活秩序。

台风过后，海口多部门迅速行动，恢复城市生产生活秩序

连夜奋战换来清晨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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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在行动

本报海口10月14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近日，海南省教
育厅转发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
司有关通知，明确将加快优化校外培
训机构“营改非”登记工作流程，现有
培训机构在完成非营利性机构登记
前应暂停招生及收费行为。

通知要求，各地要做好本地区
培训机构拟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
总量摸排工作，牢牢把握2021年底
前完成登记工作这个时间节点，倒
排工期、细化任务，确保登记工作如
期完成。

通知明确，现有培训机构在完

成非营利性机构登记前，应暂停招
生及收费行为。对于未选择登记为
非营利机构的现有培训机构，应当
设定截止日期，日期届满，由教育部
门依法终止其办学资格或调整办学
内容。

海南省教育厅“双减”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
性机构是“双减”工作关于培训机构
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关系到做好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实行政府
指导价收费政策落地，关系到培训
机构违规上市清理整治工作效率，

关系到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
机构工作成效。海南省教育厅高度
重视，将加快优化并公布校外培训
机构“营改非”登记工作流程，切实
做到认识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
位，确保不打折扣、全面完成相关任
务。

海南加快优化校外培训机构“营改非”登记工作流程

现有培训机构完成登记前应暂停招生

本报海口10月14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10月14日从海
口市教育局获悉，该局将公开遴选一
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该市
中小学校内课后服务。

此举旨在合理利用校内外资源，提
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

需求。遴选范围包括体育（或体育与健
康）、艺术（或音乐、美术）学科以及综合
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教育、劳动与技
术教育）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根据遴选程序，此次遴选需由机
构自主申报，申报时间为10月15日
至22日。10月25日至29日，海口市

教育局、发改委、市场监管局、民政局
等部门依照职责权限对申报材料进
行联合评审。10月底前，遴选结果将
由海口市教育局在官网上公布。

根据要求，参与此次遴选的校外
培训机构须持有效期内的办学许可
证、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当年度年检合格，信誉良好；课程
内容要有特色，授课教师有资质，课
程实施有保障；愿意承担社会责任，
助力学生素质发展；坚持公益普惠，
不以营利为目的。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市教育部门对参与校内课后服务

的校外培训机构实行动态管理，将结
合课后服务需求每年组织1至两次遴
选工作。同时建立评估退出机制，对
出现服务水平低下、恶意在校招揽生
源、不按规定提供服务、扰乱学校教
育教学和招生秩序等问题的培训机
构，坚决取消培训资质。

海口将遴选一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校内课后服务

机构需坚持公益普惠不以营利为目的

海口市疾控中心发布疫情防控提醒

14天内有二连浩特市
旅居史来（返）海口人员
需持核酸检测证明

本报海口10月14日讯（记者习霁鸿）针对
近日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发现1名核酸检测呈阳性
者，10月14日，海口市疾控中心发布疫情防控提
醒，要求14天内有二连浩特市旅居史来（返）海口
的人员凭48小时内两次（间隔24小时）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通行，并做好入琼后的14天健康监测。

该中心要求，仅持有1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的，抵海口后在口岸进行第2次核酸检测，居家等
待结果；未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抵海口后在
口岸进行1次核酸检测，居家等待结果，个人做好
健康管理，1天后自行前往采样点开展第2次检
测，居家等待结果。

9月29日（含）以来有二连浩特市旅居史的
入琼人员，尤其是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史或活动
轨迹有交集、重合的人员，请做好个人防护，主动
向居住地所在社区、居（村）委会报告，联系开展1
次核酸检测、居家健康监测等健康管理工作，间隔
24小时后做好个人防护，自行前往采样点再次开
展1次核酸检测。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海南自10月20日起
陆续启用电子驾驶证

本报海口 10月 14 日讯 （记者金昌波 良
子）海南日报记者10月 14日从省交警总队获
悉，根据公安部交管局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有
关部署，海南全省范围自10月20日起陆续推广
应用驾驶证电子化，为驾驶人提供在线“亮证”

“亮码”服务，进一步简化办事手续资料，提升证
件使用便捷度，更好便利群众办事出行和服务企
业行业发展。

据悉，此项便利措施推广应用的具体计划为：
10月20日起海口市启用；10月23日起三亚、文
昌、琼海、万宁、定安、澄迈、临高、屯昌等市县启
用；10月26日起儋州、洋浦、昌江、东方、乐东、白
沙、琼中、五指山、陵水、保亭等市县启用。省交警
总队提醒，为保证电子驾驶证及时、顺利发放，请
各位驾驶人对照本地启用时间安排错峰通过全国
统一的“交管12123”App申领电子驾驶证，避免
集中申领造成系统拥堵；启用公安部统一版的机
动车电子驾驶证后，原先我省部分市县自行部署
的电子驾驶证停止使用。

据介绍，驾驶人申领到的电子驾驶证在全国
范围内有效，可以在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法检查
时出示使用，并可以拓展客货运输、汽车租赁、保
险购置等社会应用场景。

全国板鞋竞速、高脚竞速、
陀螺比赛将在白沙举行

本报牙叉10月14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
员刘杰）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体育事业
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10月21日至22日，2021
年民体杯全国板鞋竞速、高脚竞速、陀螺比赛将在
白沙黎族自治县文体中心举办。

此次活动组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届时，贵
州、江西、江苏、安徽、重庆、湖南、河北、广西、吉
林、浙江、湖北、辽宁、宁夏、海南的代表队将派出
队员参赛。本届民体杯比赛共3个大项15个小
项，每个项目录取前8名。

本次活动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海南省民
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白沙民族事务
局、白沙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承办。

海南举办青年文明号助力
创一流营商环境培训班

本报海口10月14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谢兰青）10月13日至15日，海南省创建青年文
明号组委会办公室在海口举办培训班，对青年文
明号创建集体进行培训，加强对创建青年文明号
活动的管理和指导，引导和激励广大青年更好地
发挥突击队的作用，为我省创一流营商环境贡献
青春力量。

本次培训由海南省宣传干部培训中心承办，
采取半封闭模式管理，通过专题教学、现场教学、
分组研习的方式，切实提高参训干部的工作能力、
个人修养以及综合能力，推动创建青年文明号活
动持续开展，发挥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在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各行各业改革发展、服务
职业青年成长成才的积极作用，不断加深学员对
青年文明号的了解，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贡献青年力量。

其中，专题教学内容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职场礼
仪与服务规范、青年文明号创建实务（规范创建
和创新发展）、志愿者活动组织策划等。主办方
还邀请到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作“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一流营商
环境”专题讲座。现场教学环节，参训干部前往
海口市龙华区金融消防救援站、中国电信海口分
公司海府营业厅等优秀青年文明号示范点参观
学习。

第二、三期培训分别于10月20日至22日、
10月 27日至29日开展，三期培训共计划培训
450人。

本报海口10月14日讯 （记者
孙慧 习霁鸿）今年第18号台风“圆
规”已经离开海南岛本岛，对我省影
响逐渐减弱。10月 14 日 15 时 30

分，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终止防
汛防风Ⅳ级应急响应。

据海南省气象台10月14日消
息，今年第 18 号台风“圆规”将于

14日傍晚前后在越南北部沿海再
次登陆，对海南省风雨影响趋于结
束，海南省气象局10月14日 15时
解除台风四级预警。预计，15日～

18日，受冷空气和热带辐合带共同
影响，海南省海域和陆地将有较强
风雨天气。

省海洋预报台也在当天解除南

海海浪警报、风暴潮警报。海洋预报
台还提醒，受强冷空气的影响，预计
10月15日开始，南海北部将出现一
次巨浪以上过程。

海南电网全力开展抢修复电

261条跳闸线路
已恢复送电239条

本报海口10月14日讯（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朱玉 郭卫华）10
月 14日0时30分，经过南方电网
海南白沙供电局11名抢修人员近
6个小时的连夜奋战，白沙10千伏
消防中队线南湖小区支线恢复供
电。现场抢修的该局配电管理中
心专责符加亮说：“抢修就是命令，
早一分钟复电，用户就早一分钟用
上电。”

记者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
获悉，截至14日20时，台风“圆规”
导致全省10千伏及以上线路跳闸
261条，已恢复送电239条。

海南电网公司统一调度全省
无人机巡维作业资源，出动30个
小组63人机巡勘灾队伍，驻点受
灾严重的市县，实时将无人机勘查
供电线路受损画面回传至应急指
挥中心，实现了作业现场与指挥中
心信息同步，提高了灾后勘查、抢
修复电的效率。

政企联动、社会各界的支持也
为抢修复电提了速。10月13日18
时，东方市东方大道的一处树木倒
塌，致使路边车辆损毁、线路倒杆停
电，严重影响了道路交通、沿线居民
用电以及生命财产安全，东方市园
林管理局主动协调做好树障清理，
东方供电局城区供电所第一时间将
受损线路进行隔离，并恢复其主线
供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