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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在行动

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上线一批
优质数字资源

更好服务全省中小学教师
本报海口 12月 27 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

讯员刘晓惠）近日，海南省电化教育馆经过充
分调研，以中小学教师需求为导向，筹集资金
购置了学科网资源库、组卷题库等一批优质数
字资源。这些资源目前已在海南省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平台（https：//yun.hainan.edu.cn/）
上线。

据悉，此次购置的学科网资源库、组卷题库
等一批优质数字资源，基本涵盖了中小学各学
科和各版本教材，包括试题、试卷、教案、课件、
视频等类别。其中，小学资源有150万套以上，
中学资源有1000万套以上。组卷题库的试题
类型有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解答题、判断
题等各类题型，且支持英语听力题型。小学试
题总量达140万道以上，中学试题总量达700
万道以上。

海南中小学教师在学科网资源库中，可
免费使用各类多元优质的备课、授课素材，同
时可以利用学科网组卷题库，通过知识点选
题、章节选题、试卷选题、智能选题等方式组
卷。教师进入组卷中心，还可以布置作业、下
载试卷、查看试卷分析等。借助这批优质数
字资源，教师可以实现高效备课、快捷组卷和
布置作业，有利于减轻工作压力、提高授课效
率、提升教学质量，更好助力“双减”政策落
实。

据统计，截至今年12月，海南省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平台已有27万余名注册用户，其中中小学
教师近10万名。

海南省宋庆龄宋耀如研究会
举行座谈会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苏庆明）为增
强海南省宋庆龄宋耀如研究会对海南企业界的了
解和促进各企业联谊互通、合作共赢，12月 26
日，该研究会在海口举办“携手筑梦、守正创新”迎
新企业界座谈会。

海南省宋庆龄宋耀如研究会人士，有关
部门干部、老干部，有关企业家参加座谈交
流。会上，知名专家解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
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现代科技集团、龙泉集
团、春光集团等企业介绍了发展经验并交流
携手共进良策，文昌市委有关负责人向企业
家发出投资邀请。大家认为，要利用好自贸
港建设机遇，广泛进行合作，促进海南企业进
一步发展。

海南省宋庆龄宋耀如研究会负责人表示，该
会将深化与企业界的沟通联系，为企业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把研究会打造成促进企业交流合作的
服务平台。

广告·热线：66810888

就海口市江东新区 JDZH- 02-C02 地块，土地面积为
21340.38平方米和海口市江东新区JDZH-02-A09-2地块，土地
面积为12701.71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局
于2021年11月23日在《海南日报》刊登网挂（2021）080号、081号
挂牌出让公告。因有关原因，于2021年12月22日在《海南日报》
刊登公告中止上述两地块的挂牌出让工作。现中止原因已解决，恢
复对上述两地块的挂牌出让工作，原挂牌出让条件不变，挂牌出让
时间做如下调整：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2021年12月29日16时整
（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延长至：2021年 12月 31日 16时整
（北京时间）。

特此公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28日

公 告

美林江畔业主：
海口市美林江畔养老度假区（北区）经政府等有关部门验收合

格，已达交付标准。现定于2021年12月30日至2022年01月01日
在高贵林物业公司集中办理交房手续。

一、交房时间：2021年12月30日09：00至2022年01月01日
17：00；

二、交房地点：美林江畔（北区）2#楼一层；
三、为方便您迅速办理相关手续，请您当日带齐以下资料：《商品

房买卖合同》、全部购房票据原件及相关资料、产权人及共有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四、委托收房时，需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原件1份、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原件。

咨询电话：0898-65721666
海南文安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7日

交房公告

海口永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51%股权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7HN031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口永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51%
股权。一、基本情况：海口永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4月
23日，注册资本5100万元，截至2021年5月31日，公司总资产评估
值为139987300元，总负债评估值为62664800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77322500元。公司主营业务：市政设备、给排水设施工程施工。具体
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海南群安资产2021评字第0007号）。二、挂牌
价格不低于3943.45万元。三、公告期：2021年12月28日至2022年
1月25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四、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
所，电话：66558021吴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2月28日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邵
长春）《海南省铁路安全管理规定》将
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对铁路沿
线禁止燃放孔明灯、禁止强占他人座
位等作出明确规定。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从12月27日召开的相关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的。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国
家重要基础设施。随着海南环岛高
铁、粤海铁路通道及海口市域列车的
开通运营，铁路已成为海南人民群众

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在快速发展的
同时，近年来铁路沿线外部环境安全
隐患也日益突出。海南省委、省政府
对此高度重视，从全省铁路环境安全
隐患综合整治和地方铁路立法两个方
面同步开展工作部署。

2019年5月，按照省政府部署，省
应急管理厅牵头，会同司法等部门着手
相关立法工作，2021年12月1日，海南
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省铁路

安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明确，铁路安全管理实行

政府统筹、企业负责、社会参与、行业
监管和属地保障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铁路沿线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和铁
路运输企业应当落实铁路安全环境管
理路地“双段长”工作机制，共同承担
组织巡查、协调会商等工作，及时排查
和处置影响铁路安全的问题和隐患。

《规定》明确铁路线路两侧禁止燃
放孔明灯，具体范围由省人民政府划

定并向社会公告；对铁路线路两侧五
百米范围内的塑料大棚、彩钢棚、广告
牌、防尘网等建筑物、构筑物，其所有
权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应当采取必
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对塑料薄膜、锡
箔纸、彩钢瓦、铁皮等建造、构造材料
及时清理，防止因掉落、脱落、飘浮影
响铁路安全。

《规定》对危害铁路安全、扰乱铁
路运营秩序的行为进行了补充，禁止
实施强占他人座位、铺位，散布影响铁

路安全的谣言，以醉酒闹事、强行讨要
等方式滋扰旅客，强闯进站、出站闸机
或者验票口等扰乱铁路运营秩序的行
为；并禁止在列车、火车轮渡的禁烟区
域吸烟（含电子烟），或者使用能够产
生烟雾的香烟替代品。

《规定》还明确了对铁路安全违法
行为的处罚标准，视情节轻重，由公安
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处500
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海南省铁路安全管理规定》明年起施行

铁路沿线禁止燃放孔明灯

文昌落实防寒御寒举措
重点保障生活物资供应

本报讯 （记者李佳飞）12月 27
日上午，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
到文昌市水北常年蔬菜生产基地、文
昌宝芳嘉源蛋鸡场，督导农业种植和
畜禽养殖防寒御寒工作。

文昌市政府要求，各部门要提高
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防范理念，切实做好各
项防寒御寒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各部门要立足职能，压实
责任，加强联动，深入基层，抓好困难
群众、农业生产等防寒御寒措施落实，
重点关注生活物资的调运、仓储和保
供情况，及时发布供求信息，保证市场
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要畅通信息传达
机制，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做好安全宣传教育。

本报定城12月27日电（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陈春羽）海南日报记者
从定安县有关部门获悉，该县目前正
在开展“全民阅读 书香定安”图书公
益巡展活动，通过为群众提供购书优
惠、开展图书展览等方式，提升定安
书香氛围，掀起全民阅读热潮。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上万册图

书在架子上铺展开来，不少群众正沉醉
在“书海”里挑选着自己感兴趣的书
籍。这些书籍涵盖了文史、古典、普法、
教育等多个品类的正版书刊。现场还
提供“买两本赠五本”优惠活动，不少等
待排队结账的群众怀里都抱着一大摞
图书。

作为此次活动的主办方代表，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定安县分
公司副总经理范文平表示，开展图书
公益巡展活动，旨在通过提倡全民学
习，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让定安广大
青年、学生远离手游，引导群众多读
书、读好书，促进活力定安，构建静美
家园。今后该公司也会争取每年办
展，为定安的文化建设献一份力。

据了解，“全民阅读 书香定安”图
书公益巡展活动将持续到2022年1
月2日。活动期间，群众可享全场图
书“买两本送五本”优惠，医护人员、教
师凭相关证件可享“买两本送六本”优
惠；党员干部学习强国APP积分达
8000分以上也可享受全场“买两本送
六本”优惠活动，每天限30名。

定安开展图书公益巡展活动

营造书香氛围 掀起阅读热潮

海口本月完成两期
核酸检测技术人员培训

本报海口 12月 27日讯 （记者
习霁鸿）12月以来，海口市卫健委针
对市属医疗机构开展了两期核酸检
测技术人员培训。截至12月24日，
共完成 13 批次培训，受训人数达
103人。

培训在市卫健委新搭建的新冠
疫情应急储备实验室——“猎鹰号”
海口（气膜）实验室开展。

据介绍，接下来，海口将对周边市
县核酸检测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储备
更多的核酸检测技术人员，为海口及
周边市县的紧急疫情应对提供坚强的
核酸检测保障。

12月27日上午，在海口市新海港，旅客有序上船过海。当日，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恢
复通航。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海口三港恢复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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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种以代办信用卡为手段的诈骗犯
罪悄然出现。针对此类诈骗，海南省反电信网
络诈骗中心提醒：办理信用卡业务要到正规银
行办理。

近日，小李在网上认识一个自称是办理信
用卡的人。小李想办信用卡，就加了对方的微
信。对方说办卡需要先交500元手续费，小李
就在微信上给对方转了500元。过了两天，对
方跟小李联系，称信用卡已经办下来了，但还要
再交2300元保证金。小李就又通过微信转了
2300元。转完钱后，对方却迟迟没有把信用卡
给小李寄过来。事后，小李的QQ上有人加他，
说是帮他办理信用卡的人。因为需要在卡上做
流水单，必须让小李交8000元，等做完流水之
后，再把钱还给小李。小李就又在支付宝上给
对方转了8000元，但当他给对方转款完后，却

发现对方把他给删除了。小李这才意识到自己
被骗了。共计被骗10800元。

王先生在家中上网时，网站弹出一条“代办
信用卡”的信息。王先生点进链接后，根据提示
输入了个人信息，很快接到一“客户经理”来
电。对方自称是信用融资担保公司的客户经
理。一番交流后，王先生得知不用身份证也能
申领透支额度10万元的信用卡，便同意办卡，
并支付了300元邮寄费。几天后，王先生就收
到了卡。不久后，“客户经理”又给王先生打电

话，对方以激活费、办卡提成等为名，要求王先
生支付费用。王先生陆续汇去1万余元，等他
再拨打“客户经理”的联系方式时，号码处于关
机状态。王先生共计被骗14612元。

据省反诈骗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诈骗分
子往往通过网络发布虚假的办理信用卡广告来
引诱大家，当你填写完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便会
显示在他们的后台。随后，诈骗分子便会冒充
担保公司或银行工作人员与你联系，以缴纳“手
续费”“保证金”“验资”等各种理由要求你转账，

实施诈骗。
省反诈骗中心提醒：不要轻信陌生号码

打来的办理信用卡业务的电话，办理信用卡
业务要到正规银行办理。不要委托他人、中
介机构等办理信用卡。市民在办理信用卡
后，要及时与发卡银行联系，询问制作情况，
防止信用卡被人冒领。如有疑问，可拨打
96110咨询；若被骗，请拨打110报警或到就
近派出所报案。

（策划/梁子 撰文/梁子 张涛）

省反诈中心：

警惕代办信用卡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