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至2023年 体育科目考试分值总分为 50分

必考项目

为男生 1000
米跑、女生800米
跑，分值 30分

选考项目

为坐位体前屈、一分钟跳绳、
50米游泳，男、女生均从中选择一
项作为考试项目，分值 20分

必考项目

为 男 生 1000
米跑、女生 800 米
跑，分值 30分

选考项目

为一分钟跳绳、50 米游泳、足
球、篮球、排球，男、女生均从中选择
一项作为考试项目，分值 30分

体育科目考试分值总分为60 分从2024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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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改造后部分居民家中
水龙头出水量变小

“小区列入此次改造住宅楼一
共有3栋，但只有1号楼实施水网
改造。”廖美华介绍，金龙花园小区
建于1998年，一共有4栋居民楼。
2号楼属于2000年后建设的住宅
楼，未列入此次改造计划，且3号楼
和4号楼的水网在前几年由业主自
筹经费改造好了。1号楼高8层，共
计有5个单元100多户。

今年5月，1号楼自来水管改造
完毕并投入使用。但是业主们发
现，新的管网启用之后，家里水龙头
出水量变小了。“七八层住户家中，
如果打开一个水龙头，那么洗手间
的热水器就无法启动。”廖美华称，
自己家住1楼，洗手间采用的是按
压直冲式蹲便器。改造后，自家的
蹲便器水龙头出水量太小，根本用
不了，不得不用桶接水冲。而未改
造前，1楼的水压大，根本不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金龙花园小区不少住户称，出
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改造后，小管接
大管导致的。原来住户家中用的是
30毫米口径的自来水管，但是改造
之后，入水管只有20毫米。外小内
大，就导致住户家中自来水压力变
小。海南日报记者在小区走访时也
发现，住户们反映情况属实，自来水
入户水管口径确实比住户家中水管
口径略小。

不只是金龙花园，琼山区凤翔
新村小区也出现同样的情况。20
世纪 90 年代建设的凤翔新村小
区，共计有11栋住宅楼，每栋有八
九层高。今年1月启动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各栋给排水工程在六七
月陆续完工。“我们这栋改造完之
后，除了厨房水龙头水变小之外，
最让我头疼的是热水器无法使用
了。”李祖蓉是小区5栋3单元802
房的业主，由于家中水压达不到燃
气热水器启用水压压力值，她不得
不购买一个增压水泵，才能让家人
勉强洗上热水澡。

凤翔新村小区2栋1单元8楼

的许亮家也遭遇同样的情况。“只
要打开业主微信群，几乎每天都有
人在抱怨家中水压不足。”许亮称，
小区自来水水压不足的情况主要
集中在5层以上的业主家。业主
们称这有可能是给水管道施工不
合理导致的。

两小区电网改造不到位

据了解，列入海口2019年老旧
小区改造计划共计有10个小区，列
入2020年改造计划共计有122个
小区。《方案》明确，海口各区政府要
确保2019年改造计划项目在同年
4月底前开工，9月底前完工；2020
年计划项目在同年7月底前开工，
年底前完工。余下的老旧小区，各
区政府将对照省、市老旧小区改造
范围标准，认真排查摸底、征求群众
意愿，并结合改造资金需求和筹集
情况，按照轻重缓急，制定年度改造
计划，力争在3年内基本完成辖区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任务。

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主要包含3
个部分，分基础设施、完善类、提升
类等三类改造，其中，基础设施改造
内容包括水网、电网、外立面等改
造，改造资金由中央、省、市财政补
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金龙花
园小区改造费用超过500万元，凤
翔新村小区改造预估费用为1290
多万元。目前，两个老旧小区施工
建设方并未反映资金未到位情况。

除了自来水水压不足，上述两
个小区内供电抄表到户工程也陷入
停滞状态。近日记者在金龙花园小
区看到，一堆电缆杂乱无章地丢弃
在小区绿化草坪内。“电网改造工程
已经停了两三个月了，这些电缆也
没有人前来清理。”廖美华称，根据
该小区改造工程计划，小区电网改
造工程完工之后，供电将实现抄表
到户。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停工
了。记者在走访中也看到，1号楼
各个单元一楼入口处均已安装了新
的智能电表，但是这些电表均未接
电，显示灯也未亮。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凤翔新
村小区。记者在小区内走访发现，

整个小区电网改造工程均已接近
尾声，也未发现有施工人员在施
工。但是11栋住宅楼各个单元楼
梯口智能电表均未启用，住户们也
表示小区目前并没有开始实施抄
表到户。

施工方回应尽快调查解决

为何实施改造之后，两个小区
住户家中水压会变小？抄表到户改
造工程为何停滞？

金龙花园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施工方一名严姓负责人表示，针
对小区1号楼住户家中水压偏小的
情况，改造工程规划设计方已按照
住户要求更改了方案，将在近期内
更换户外入水管。更换之后，入户
管口径将比住户家自来水管口径略
大，力求彻底改变住户家中水压偏
低的状况。负责该小区电网改造施
工方也表示，小区供电抄表到户工
程之所以停滞，主要是因为市政接
电工作协调原因导致。近期，该项
工作也将重启，将尽快完成小区供
电抄表到户改造工作。

凤翔新村小区改造工程项目
施工方海口琼山区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蒙钟统介绍，
目前，小区供水水压问题正在调查
中，将在近期内制定新的方案予以
解决。小区供电抄表到户改造工
程施工单位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
化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徐浩
回应称，小区电网改造工程按计划
是今年3月完工，但是在改造过程
中受到部分住户阻挠而耽误了工
期。目前，各项电网改造内容已完
成，在近期即可完成改造工程验收
和接电工作。

凤翔新村小区居民王道称，老
旧小区改造，特别是基础设施改造
内容，几乎所有居民都赞成，改造决
策是深得民心的。但是改造过程相
关部门应该加强谋划和监督，在方
案设计和实施的每一步都要盯紧，
切实把好事办好，让老旧小区居民
真正享受到改造带来的环境提升和
生活便利。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

海口两老旧小区实施管网改造后出水量变小，供电抄表到户工程停滞

改造“留尾巴”居民盼解决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儋州密接者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本报那大10月20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10月20日，儋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
通报：儋州市1例治愈后的境外输入病例复阳。随
即，该市立即开展流调，对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
触者进行核酸检测。截至10月20日上午6时，儋
州市已完成全部密切接触者5名、次密切接触者9
名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对封控区现有住户85
人及密切接触者居住地共363人完成核酸检测，
结果全部为阴性。

通报称，请广大市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做到
防控意识不松懈，继续保持勤洗手、戴口罩、保距
离、勤通风、常消毒、用公筷等良好卫生习惯，自觉
配合公共场所测温查码等防控要求，并尽快完成
新冠病毒疫苗的全程接种。

儋州报告1例境外输入复阳病例

海口一密接者
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记者习霁鸿）10月
19日，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发布消息：19日，儋州市报告1例境
外输入复阳病例，海口市某校1名教师为密切接
触者。海口于19日 20时，对该校809人（含其
所任教的小学部4个班级师生）进行采样检测，
环境样本50份，包括该名密接者在内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19日上午对该校全部学生和教
职工进行核酸检测。要求上述4个班级学生居
家健康监测至25日零时，健康监测期间不外出，
禁止参加聚集性活动，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学校
实行日报告。

另据消息，网传海南大厦有一名密切接触
者。经核实，该人员为儋州境外输入复阳病例同
航班的一般接触者（非前后3排）。10月19日下
午，该人员在海南大厦开会时接到疾控中心工作
人员通知其为复阳病例同航班人员，需等候调查
核实。海南大厦管理单位接到情况报告后，出于
谨慎自行对大厦进行了封闭管理。19日18时，海
南大厦解除管控，20日凌晨2时该人员核酸检测
结果为阴性。

请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继续保持卫生
好习惯，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尽早全程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符合条件的人员请及时接种加
强针。

“我最喜欢的基层医务人员和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评选启动

评选推荐截至本月30日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记者马珂）10月20

日，省卫健委联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组织开展
2021年度“我最喜欢的基层医务人员和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活动评选宣传活动，以推广优秀基层医
务人员代表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先进事迹和优
秀做法，增进人民群众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其
医务人员的了解与支持。目前，活动已开启报名，
推荐截止时间为10月30日。

据悉，本次活动以“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保障
海南居民健康”为主题，将持续2个月，分为报名、
投票、专家评审等阶段。最终评选出“海南省十佳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海南省十佳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负责人”“海南省十佳基层医务人员”获奖人，旨
在大力弘扬争先创优、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充分
发挥先进典型的标杆和引领作用。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海南日报全媒体运营中心承办。

2021年民体杯全国板鞋竞速、高脚
竞速、陀螺比赛今起在白沙举行

13支代表队
争夺15个小项桂冠

本报牙叉10月20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刘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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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中心拉开帷幕。参加此次赛事的运动员、教练
员、领队、裁判人员共计近300人，另有工作人员
及志愿者近100人。

此次活动组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贵州、江西、
江苏、安徽、重庆、湖南、河北、广西、吉林、浙江、湖
北、辽宁、海南代表队派出队员参赛。本届民体杯
比赛共设置3个大项共计15个小项。值得一提的
是，此次赛事还吸引了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数名冠军得主及获奖选手前来参赛。

多名受访教练表示，海南白沙比赛场地的配
套十分完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也非常到位，经过
提前适应场地训练，选手们也有十足的信心去奋
力拼搏，取得更好的成绩。

据悉，本次活动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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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好事办实 把实事办好灯笼椒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
晓惠）省教育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初
中学业水平体育科目考试方案（2021
年修订）》（以下简称体育考试修订方
案），对中考体育科目考试进行调整
优化，把游泳纳入了选考项目。

根据体育考试修订方案，我省中
考体育科目考试方式调整为“必考+

选考”，考生体育科目考试成绩为必
考类项目得分加上选考类项目得分，
最终得分将计入学生个人中招考试
总分。

其中，2022年至2023年体育科
目考试分值总分为50分，必考项目
为男生 1000 米跑、女生 800米跑，
分值 30 分；选考项目为坐位体前

屈、一分钟跳绳、50米游泳，男、女
生均从中选择一项作为考试项目，
分值 20分。从 2024 年起，体育科
目考试分值总分为60分，必考项目
为男生 1000 米跑、女生 800米跑，
分值 30 分；选考项目为一分钟跳
绳、50 米游泳、足球、篮球、排球，
男、女生均从中选择一项作为考试

项目，分值30分。
体育考试修订方案还提出，从

2025年起，我省将建立每3年为一个
周期的动态调整机制，评分标准视全
省近3年总体考试成绩的波动趋势
予以适当调整，以此有效激发学生运
动兴趣、培养运动技能、促进学生体
质健康。

我省将对举办汽车促消费
活动给予资金补助
最高补贴10万元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10月20日从省商
务厅获悉，省商务厅将对今年举办的
汽车促消费活动给予疫情防控和宣传
推广专项资金补助。

根据相关通知，汽车促消费活动
举办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起至10
月30日止。满足申报条件的活动，对
其广告宣传费、疫情防控费两项支出
费用的50%予以补助，每项最高补助
金额不超过5万元。

申报条件包括申报企业（机构）必
须在海南省注册，并有一年以上纳税记
录；单场活动场地面积不低于1万平方
米，活动时间不少于3天（含）；单场活动
参与汽车品牌不少于20个等。

海南修订中考体育科目考试方案

考试方式有调整 游泳纳入选考项目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以前出水量比较正常，但现在只要到用水高峰期，即使装了加压水泵，家里水龙头出水量依
旧非常小。”近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街道辖区内金龙花园小区1号楼业主廖美华称，该小区去年
10月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主要改造自来水管网、电力设施，翻新住宅外立面。除了自来水管
网改造不尽如人意外，电力设施改造也未按工期完成，导致小区无法实现供电抄表到户。

2019年，海口开始对老旧小区实施改造，并在2020年3月制定出台了《海口市城镇老旧住宅
小区整治改造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目前，海口共计有132个小区已启动改造计划，部分
小区已经改造完毕。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在部分小区出现了水管出水量小、电力设施改造不
到位等问题。

■ 朱衡明

随着改造工程稳步推进，海口
市部分老旧小区焕发新颜、居住环
境得到提升，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然而，据不少居民反映，有的老旧
小区存在改造不到位的情况，比
如，更换水管后出水量变小，抄表
到户工程停滞，给生活造成了困
扰。这一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不容打折

扣的民生工程，其目的是让居民能
够安居。一个“安”字，意味着老旧
小区改造既要做好“硬件”升级，更
要做好“软件”安装。如果改造不到
位、质量不过硬，不仅会造成工程返
工，推高成本，带来浪费，还会延宕
工期。

一些改造工程为何会出现上述
问题？从居民反映和记者调查的
情况来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
于科学谋划不足、缺乏部门协同，

这在国内其他地方老旧小区改造
工程中也时有所见。老旧小区改
造涉及不同条块的多个部门、单
位，如果不能建立行之有效的沟通
协调机制，不能把方方面面的力量
集中起来，就难以形成合力，改造
效果就会打折扣。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避免
同类问题再次出现，需要相关地方
加强工作谋划，打好“提前量”，把
各方面的困难估计得充分些，把解

决的措施想得周全些；还要着力打
破部门壁垒，增进部门协同，同下

“一盘棋”，共做“一道菜”。同时，
要强化监督问责，盯紧每一个环
节，抓好每一道工序，保证工程进
度，确保工程质量。从工作谋划到
部门协同，再到监督问责，形成一
个闭环，方能最大程度减少乃至避
免误差、偏差，办一事成一事，干一
件成一件。

民生工程牵民心，为民服务要

用心。为群众办好一件实事，就会
温暖一片人心。老百姓最实在，检
验政府部门是不是真心为民办事
的标准也不复杂，就是看工作有没
有做到实处，有没有产生实际效
果。行胜于言，期待相关地方直面
问题、立行立改，其他地方能够引
以为戒，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
让老旧小区居民充分享受改造工
程带来的环境提升和生活便利，不
断增强获得感。

在琼山区凤翔新村小区，由于水压低，8楼住户许亮家热水器无法启
动，淋浴花洒无水流出。

在美兰区金龙花园小区，新装智能电表均未接电，显示灯也未亮。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张期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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