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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推出
的“海南省欠薪投诉中心”微信小程序
近日上线，在海南工作和务工的人员
可通过该小程序反馈欠薪线索，劳动
保障监察部门在收到欠薪线索反馈
后，将及时帮助解决欠薪问题。

“海南省欠薪投诉中心”小程序
适用于工程建设领域和非工程建设
领域的拖欠工资线索反映。关注微
信公众号“海南省劳动保障监察局”，
在主页面“互动”栏目里点击“欠薪投
诉”即可进入小程序。

欠薪线索可在微信小程序反映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李京赟）省人社厅等四
部门11月2日发布《海南省涉嫌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
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加强涉
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
衔接，以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加大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
的打击力度。

根据《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公安
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要按照
有关规定，认真做好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行为涉嫌犯罪案件的调查、移
交、侦办、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审
判，尽可能提高办案效率，并及时将
有关情况进行通报。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要依法对用人
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通过各种检查
方式监督用人单位劳动报酬支付情
况，依法受理拖欠劳动报酬的举报、投
诉。经调查，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的，应当依法及时责令用人单位向
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对涉嫌犯罪的
案件，应按照《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
犯罪案件的规定》要求，在规定期限内
将案件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并抄送
同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同时，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应当
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不
得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对于公安机关不接受移送的涉
嫌犯罪案件或者已受理的案件未依法

及时作出立案或不立案决定的，可以
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
接到人民检察院提出移送涉嫌犯罪案
件的书面意见后，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应当及时移送案件。

公安机关对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移
送涉嫌犯罪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件，应依法及时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的，依法立案，并及时查明犯罪事实，
正确运用法律惩罚犯罪，保障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人民检察院要依法及时做好此
类案件的立案监督、审查批捕、审查
起诉等检察工作，对工作中发现的职
务犯罪线索应当认真审查，依法处
理。发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应当

移送公安机关查处的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犯罪案件不予移送或者逾
期不移送的，应当督促移送。发现相
关部门拒不移送案件和拒不立案行
为中存在职务犯罪线索的，应当认真

审查，依法处理。
人民法院要依法及时受理、审

理各类拖欠劳动报酬纠纷，对其中
构成犯罪的，要坚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省人社厅等四部门发布规定，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严打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研修班开班

本报海口11月 3日讯 （记者赵优）11月 3
日，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2021年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研修班正式开班。此次研修班
的培训对象为从事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工作，
并具有较高技艺水平的代表性传承人及行业内资
深从业者，共计60人。

此次研修班由省旅文厅主办、海南职业技术学
院组织实施。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学员将学习
新的理论、设计理念以及创新知识，提升文化素养、
美术基础、审美能力、提高传统技艺设计制作水平、
创新思维和责任意识。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我省完成了13期非
遗传承人群国家研培任务，参加培训800多人。

海南省2021年禁毒电影进校园
巡映活动启动
讲述缉毒故事 深化禁毒教育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胥瑞）11月1日，
2021年禁毒电影进校园巡映活动在海南中学开
展，为该校1000余名师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禁毒
教育课。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禁毒办、海南省教育厅联
合主办，是我省禁毒办落实国家禁毒办部署秋季
开学学校毒品预防教育“五个一”活动和海南新一
轮禁毒大会战部署的具体行动之一。巡映活动以
学校为基本放映单位，11月1日至12月30日期
间，安排在各校校园放映2100场。

本次巡映的禁毒电影《生死下一秒》根据海南
省禁毒三年大会战真实案例改编，生动再现了海
南公安一线缉毒民警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奋不
顾身的英勇形象，展现了海南省委省政府打击毒
品违法犯罪的坚定决心。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王菲）海南日报记者11月3日获悉，省卫健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
扩大核酸检测采样点，完善服务流程，方便群众按照自愿自费原则进行核酸检测，并公布我省首批39家可提供24小时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服务的医疗机构。

海口2名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吴丽秋）海南日报记者11月3日从海口市纪委监
委获悉，海口2名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
长符明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海口市
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调研员吴健林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海口市纪委监委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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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量 增效率
学生作业负担做“减法”

操场上，足球、跆拳道、花样跳绳等
多类体育运动帮助学生强身健体；教室
里，书法、舞蹈、创意编程、剪纸等多样兴
趣课程启迪心智……下午放学时间已
过，三亚各中小学校园里到处是学生活
泼的身影、欢乐的笑声。

今年9月开学后，三亚各中小学校
结合实际情况纷纷推行课后服务“5+2”
模式，开设了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课
程，让学生放学后不仅能够“留下来”，
还要“留得有价值”，尽享精彩的校园课
后生活。

10月20日17时许，在三亚市第九
小学的一间舞蹈教室里，炫酷的街舞课
程正在进行。伴随着动感的节奏，三十
余名学生跟着舞蹈老师，数着节拍，整齐
地进行热身运动。

“现在学校请了专业的老师，我不用

到辅导班上课了，跳街舞让我更加自
信！”三亚市第九小学四年级学生张柏晗
说罢，主动展示他的学习成果，风车、飞
机撑等街舞动作吸引了同学们的围观。

“本学期，学校精心设计了‘托管+
运动、阅读（30 分钟）’的课后服务形
式。”三亚市第九小学副校长宋斌麒介
绍，该校托管分为基础托管与特色服务
两部分，其中基础托管指作业辅导，特色
服务指提供的兴趣类课程。

兴趣类课程让学生们放学后的生活
多姿多彩，校内作业辅导则让不少家长
拍手叫好。

“为课后服务点赞，孩子放学后在学
校写作业，遇到难题有老师辅导，帮助孩
子养成高效完成作业的良好习惯。”三亚
市实验小学二年级学生家长陈蓉打趣地
说，孩子在学校把作业写完，回家才能

“母慈子孝”。
将目光转向三亚市崖州区。合唱社

团阵阵歌声，书法社团墨香飘逸，乒乓球
社团球舞飞扬，剪纸社团潜心思考，美术

社团描绘多彩世界……每周二、周四17
时，伴随着社团活动的开始，孩子们的欢
声笑语让崖州区崖城小学校园逐渐沸腾
起来。

“学校的课后服务内容每天分为拓
展运动和学科辅导，学校还开设了舞蹈、
书法、剪纸、金莺诵读、魔方等18个社团
项目，学生可根据兴趣自愿选择参加。”
崖城小学校长林元华说，社团是同学们
施展才华的舞台，能有效补充课堂教学
的不足，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在大力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的
同时，三亚中小学校还在作业设计上创
新，聚焦教学和作业提质，进一步减轻学
生作业负担。

在三亚市第九小学副校长陈人珊看
来，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就意味着，在
学校的时间尤其是课堂上的几十分钟，
至关重要。

三亚市第九小学以年级为单位，多
次开展集体备课和线上备课，通过扩充
和整合课程作业资源，将各章作业按基

础知识类、提高类和拓展类3个层次进
行划分，形成内容丰富、有层次的课程

“作业超市”。
“‘作业超市’让不同水平、不同能力

和不同兴趣的学生，结合自身的能力、兴
趣等因素，合理地自主选择作业的数量、
内容、难度和形式，在切实为学生减轻课
业负担的同时，又能确保‘吃饱’‘吃
好’。”陈人珊说。

为了布置少而精的作业，人大附中
三亚学校则要求教师必须把给学生布
置的练习册习题先做一遍，从而避免学
生作业数量过多、作业质量不高的现
象。“教师只有在吃透课标和教材的基
础上，才能设计出符合教学规律、促进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作业。”该校副校
长李雅杰说。

抓落实 强保障
做好政策落实“加法”

“双减”之下，校外培训机构如何规

范开展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服务，各
个学校如何将在线选课、课程费用统计、
课程监管等工作落到实处？老师“上岗”
家长“减负”，谁来保障教师的权益？对
此，三亚教育部门积极探索，打出“组合
拳”，从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机制保
障等方面，多维度推进“双减”落地，切实
利用“加减法”，答好“双减卷”，着力构建
教育良好生态。

提高课后服务工作效率和服务品
质“创新招”。10月29日，三亚市教育
局在全省率先启动中小学校内课后服
务平台。该平台契合各中小学校内课
后服务教学、管理实际需求，深度融入
区域教育管理流程，通过平台的建设，
可面向市、区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
教师、家长等不同类型用户，提供包括
课程设置发布、在线选课、排课设置、课
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费用统计、课程
监管等功能在内的“一平台、三终端”一
站式管理服务。

据介绍，该平台可实现基于数据的

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监管。同时，学校教
师可通过平台实现课程设置发布、排课、
课表查看、学生点评、巡课、教师考勤数
据统计等功能，帮助学校有序组织学生
参加课后服务课程，进一步提高学校课
后服务工作开展效率。

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亮硬招”。自
“双减”政策出台以来，三亚市教育部
门重点聚焦“校内减负体制”和“校外
严格监管”，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第一时间召开全市“双减”工作会议、
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等会议，
先后发布《三亚市切实减轻中小学生
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行动方案》《三亚市教育局等九部门关
于建立三亚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成立了三亚市

“双减”工作领导小组，扎实推进“双
减”工作。

10月26日，由三亚市委宣传部、三
亚市教育局、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三
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联合组成的
检查组，在三亚全市范围内开展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工作专项
督导检查，进一步促进三亚“双减”工作
落地见效。

保障教师权益、减轻家长经济负
担“出实招”。今年 9月，三亚印发了
《三亚市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
实施方案》，明确三亚开展校内课后
托管服务收费标准，原则上校内课后
服务每天不超过 2 课时，每课时不超
过 5 元/生，每天不超过 10 元/生，并
按生均 2.5 元/天的标准给予补贴。
截至目前，三亚已开展课后服务的学
校（不含村小、教学点和寄宿制学校）
130 所，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数约 8
万人。

三亚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继续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作
用，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切实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丰富校内课后服务供给，确保“双
减”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着力形成
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

（撰稿/惠玲）

三亚积极落实“双减”政策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做好“加减法”答好“双减卷”
在全省率先启动中小学校内课后服务平台，多部

门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检查，丰富多样的课后
特色课程吸引约8万名学生参与……今年秋季开学
以来，“双减”政策可谓是教育领域的“热词”。三亚以
“双减”为契机，聚焦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
展，大力度治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强化学校教育主
阵地作用，积极引导各中小学校从课程改革、课后服
务、学生评价体系和教师课堂提质等方面，扎
实推进“双减”落地，做好“加减法”，答好
“双减卷”，让学生在校内“吃饱”“吃
好”，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

①三亚市第九小学开设校内托管书
法特色课。②三亚市第九小学学生参加
校内托管太极拳兴趣班。 惠玲 摄

①① ②②

我省首批39家医疗机构可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

海南省首批39家提供24小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医疗机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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