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2天我省气温将回升
本报海口1月5日讯（记者习霁鸿）据海南省气象台1月5日消息，预计未来

2天我省最高温将回升至29℃。

气象

6日夜间到7日白天

北部，阴天间多云有小雨
最低气温16℃~18℃
最高气温23℃~25℃

中部，阴天间多云有小雨
最低气温15℃~17℃
最高气温24℃~26℃

东部，阴天间多云有小雨
最低气温17℃~19℃
最高气温23℃~25℃

西部，阴天间多云
最低气温18℃~20℃
最高气温27℃~29℃

南部，阴天间多云
最低气温18℃~20℃
最高气温27℃~29℃

7日夜间到8日白天

北部，阴天间多云有小雨
最低气温16℃~18℃
最高气温20℃~22℃

中部，阴天间多云有小雨
最低气温15℃~17℃
最高气温20℃~22℃

东部，阴天间多云有小雨
最低气温17℃~19℃
最高气温22℃~24℃

西部，阴天间多云
最低气温17℃~19℃
最高气温26℃~28℃

南部，阴天间多云
最低气温17℃~19℃
最高气温27℃~29℃

海南日报教育融媒工作室“上线”

关注，“教岛主任”来了！
本报海口1月5日讯（记者陈蔚

林）1月5日，海南日报教育融媒工作
室正式组建，该工作室微信公众号“教
岛主任”已开通。

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海南追求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脚步从未放缓。
为更好地宣传海南教育发展成果、解
读海南教育最新政策、介绍海南教育
创新制度和改革开放举措，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孵化教育融媒工作室，以纸
媒、公众号、视频号等为平台，以融媒
体报道手段，进一步做好海南教育新

闻报道工作。
该工作室由海南日报多名资深教

育记者，以及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编
辑、后期、校对等人员组成。该工作室
将围绕新闻资讯、政策解读、名师访
谈、探园探校等
方面，为网友精
心打造和推送最
及时、权威、准
确、鲜活的海南
教育新闻，敬请
关注。

教育

扫码关注
“教岛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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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邱肖帅

“海南大中型客货车驾驶
证考试中，科目三约考等待的
时间太长了，少则3个月，多
则半年以上。”日前，在澄迈县
老城镇，居民邢伟清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经多方咨询后，他
最终选择到广西北海市参加
驾考培训，耗时一个半月便考
取了大型客货车驾驶证。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目
前，岛内共有4所驾校具备大
中型客货车驾驶员培训资质，
但在我省大中型客货车驾考
中，由于科目三考试（俗称路
考）场地、车辆少，每天仅能供
数十人参加该科目考试，导致
相关驾校排队待考的学员已积
压至近3000人，驾校也面临
着不敢扩招、运转困难等问题。

全省仅有考试车18辆，近3000人排队预约难——

大中型客货车学员“堵”在科目三

本报海口1月5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何山）海南多措并举根治欠薪，
2021年累计为2万多名农民工追回工资
近4亿元。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月5日
从省人社厅获悉的。

做好农民工工作、保障农民工工
资及时发放，关系广大农民工家庭生
计和社会大局稳定。2021年以来，省
人社厅印发落实根治欠薪工作文件，
组织20个督导小组分别到市县实地督
办工资支付“八项制度”落实情况和督

办疑难重大欠薪案件办理情况；对市
县落实工程项目“八项制度”、欠薪案
件办理和根治欠薪诚信体系建设等情
况进行月通报，督促其整改；对全省根
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定期进行调度，
推进专项行动稳步开展；开展全省各
级根治欠薪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办公，
集中开展每日接访活动。受理有关欠
薪投诉和举报，为农民工就地就近维
权提供便利；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
行动“回头看”，持续推进根治欠薪冬

季专项行动向纵深发展；开展欠薪案
件倒查，从源头上预防发生欠薪；制定
关于开展“零欠薪市县”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开展摸排重点行业企业欠薪工
作，做好风险防控。

与此同时，我省落实根治农民工
欠薪工作机制，加大劳动保障监察行
政执法维权力度，2021年全省各级人
社部门、综合执法部门向公安机关依
法移送案件 93 件，公安机关立案 46
件，为劳动者追回工资报酬 1320 万

元。强化工资支付信用体系建设，定
期组织开展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加大
重大案件社会公布力度，加强拖欠农
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和失信联合惩
戒，向社会公布我省三批5起重大劳动
保障违法行为案件，对符合条件的3家
企业列入欠薪“黑名单”管理。广泛开
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宣传活
动，《海南省贯彻落实〈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条例〉的实施意见》印发实施，
政策组合拳让农民工不再忧“薪”。

海南多措并举根治欠薪

为2万多名农民工追回工资近4亿元

本报洋浦1月5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罗其才）
2022年元旦，儋州市白马井镇和洋浦
经济开发区的居民发现，往返白马井
和洋浦之间的公交车班次多了，发车
时间也由原来的1小时缩短为半小
时。“公交车班次增加了，我们不用再
长时间等车，出行更加方便。”乘客谢
景学说，切实感受到了儋州洋浦一体
化发展带来的新变化。

据洋浦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介绍，先前洋浦⇌白马井线路只有6
辆公交车，现在增加投放5辆，10辆车
运营，1辆车备用，发车时间间隔也从
原来的每小时发一班调整为半小时内
发一班，群众出行更加方便。

儋州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儋州交通运输部门将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
的决策部署，进一步优化公交线路，不
断完善交通运输体系，为广大群众提供
更加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

洋浦白马井加密公交班次
发车时间间隔缩短为半小时

出行

全省各级人社部门、综合执法部门向公安机关依法移送案件93件

公安机关立案46件，为劳动者追回工资报酬1320万元

向社会公布我省三批5起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案件

对符合条件的3家企业列入欠薪“黑名单”管理

累计为2万多名农民工
追回工资近4亿元

2021年——

2021年12月27日上午，在海口海星驾校大中型客货车训练场，多位学员排队等待练车。本报记者 邱肖帅 摄

“预约科目三，纯粹靠运气。”2021
年12月28日，在海口海星驾校，曾经的
学员郭明亮说，自己前前后后花了7个
月时间才拿到大型客货车驾驶证，但跟
其他学员相比，这还算幸运的。

“在海南，大部分学员需要花费半年
以上的时间，才能成功预约参加大中型
客货车驾考科目三考试。如考试不合
格，又要再耗费同样的时间约考。”曾在
海南多个驾校担任校长的梁亮称，以海
口为例，很多学员考证须耗时一年，最长
的甚至超过两年。

为何大中型客货车驾考科目三难预
约？场地和考试车辆少是关键。记者从
省交警总队了解到，目前，我省大中型客

货车驾考科目三考试场地仅有4个，分
别位于海口美兰区、三亚吉阳区、儋州那
大镇、琼海嘉积镇。其中，吉阳区和那大
镇的考场仅接受本市驾校学员参加考
试。而在全省，大型客货车考试车仅有
18辆，每天只能供数十人考试。

梁亮介绍，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共
计5种，每种驾驶证的科目三考试用车
类型均不相同。18辆考试车分布在4个
考场，除琼海嘉积科目三考场配齐所有
考试用车类型外，其他3个考场均未配
齐。例如，待考人员最多的海口，就缺少
A2、B1驾驶证的考试用车。“考试人员
中还有一部分是驾驶证扣分满12分的
重考人员和军转驾驶证人员，即使18辆

车满负荷运转，还是不够用。”梁亮说。
梁亮称，如此一来，部分已有心仪岗

位、需要快速考证的海南本地学员只得
舍近求远，赴外省参加大中型客货车驾
驶证培训和考试。离海南不远的广西，
成为岛内居民考证的首选地，当地的一
些驾校为了招揽生源，也会在海南各市
县开设报名点。

邢伟清便是其中一员。他了解到，
大型客货车驾驶证培训费一般在1.2万
元左右，但如果耗时太长，算上到海口的
食宿、路费等各项费用，考证至少需要2
万元。但到广西北海参加培训和考试，
所需费用也在2万元左右，还可以节省
不少时间。

学员预约难 | 部分人选择出省考科目三

记者了解到，我省4所具备大中型
客货车驾驶员培训资质的驾校中，位于
海口的是南航海鹰驾校和海口海星驾
校，另外两所分别为琼海雄发驾校和儋
州驾校。这4所驾校现有大中型客货车
学员共计2000余人，其中，海口的两所
驾校每年招收学员数量为1500人左右，
琼海雄发驾校学员为100多人，儋州驾
校学员为400余人。

南航海鹰驾校校长张荣江坦言，以
2021年为例，南航海鹰驾校仅有197人
通过考试拿到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目
前仍有530人未拿到证。海口海星驾校

2021年大型客货车学员获证率同样不
乐观，800多名学员中有500多人未拿
到驾驶证。

海南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协会统计
数据显示，我省4所驾校每年首次获得
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学员仅600余
人，海口两驾校约400余人，琼海和儋州
两驾校约200余人。

张荣江称，国内行业统计数据显示，
随着经济的发展，每年有学习大中型客
货车需求的人数一般占常住居民千分之
一左右。按此估算，海南有考取大中型
客货车驾照需求的人数约有数千人。

有需求，为何不扩招？“积压了这么多
学员，是我们不敢多招生的主要原因。”张
荣江说，学员长时间拿不到证，驾校就得
反复培训这些学员，如果继续扩招，不仅
教练要连轴转，学员学习的时长和质量也
无法保证，进而影响驾校的声誉。但是不
扩招，驾校运营又难以为继，“这种恶性循
环再持续两三年，驾校就会面临倒闭。”

海口海星驾校相关负责人同样表
示，他们已连续亏损两年，如果大中型客
货车驾考现状不改变，明年该校可能面
临倒闭。琼海雄发驾校相关负责人也
称，学校根本不敢扩招。

驾校负担重 | 学员积压，经营陷入进退两难

“贸易的发展，离不开物流业的发
展。”省集装箱物流协会会长彭时文称，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推进，未来海南
会需要越来越多大中型货车司机。这一
时期，如果本地大中型货车司机供给不
足，必然会影响物流业发展。

早在2019年，彭时文对此就深有体
会。这一年，岛内海运集装箱货物量迅
猛增长，大型货车司机需求量大增。彭
时文名下公司由于在本地招聘不到大型
货车司机，不得已跑到外省去招人。

“但是从外地招来的司机并不适
应海南的气候，很多人工作一两个月
就走了。”彭时文称，由于业务量不断

增长，公司只得提高大型货车司机薪
资待遇，并继续频繁前往内地招募。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全省共有待考大中型客货车学员2932
人，其中，海口辖区1888人，占全省的比
例为64.39%；未参加科目三考试共有
1417人，其中海口辖区924人，占全省
的比例为65.21%。从待考比例看，海口
大中型客货车待考情况确实较为突出。

为解决我省大中型客货车驾考难
题，省交警总队将从 4个方面着手破
解。一是要求海口交警支队增加大中型
客货车考试车辆，优化考试方式，设法提
高考试能力和考试效率，缓解考试预约

难问题；二是指导和督促海口支队加快
新考场的建设工作；三是统筹调配全省
考场资源，支持海口考试工作；四是利用
大中型客货车全省通考的便利政策，鼓
励有需求人员分流到全省其他具备条件
的市县学习驾驶和报考大中型客货车驾
驶证，避免集中扎堆考试。

目前，省交警总队已下发督办通知，
要求海口交警支队尽快配齐配全考试车
型，增加考试车数量。海口交警支队拟
在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建设全车型机动
车驾驶人考场，建成后可以满足各种车
型的考试需求。

（本报海口1月5日讯）

司机缺口大 | 省交警总队：将采取多种措施

岛内共有4所驾校

具备大中型客货车驾驶员培训资质

大型客货车考试车

仅有18辆

全省共有待考大中型客货车

学员29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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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辖区1888人

占全省的比例为64.39%

未参加科目三考试

共有1417人

其中

海口辖区924人

占全省的比例为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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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1月5日电（记者王迎
春）1月5日，陵水黎族自治县2022年

“传承良好家风 共创文明家庭”系列
公益讲座分别在提蒙乡政府和三才镇
政府开讲。

讲座上，教育部家庭教育学会特聘
讲师王建华以《颂党恩 传家风》为题，
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
的百年历程，随后以先进模范的家风家
训故事作为鲜活事例，展现了自古以来
的传统美德，阐述了家风的内涵意义和

传承价值，有效引导群众传承好家风，
以实际行动投入到建设良好家风中来。

此次系列讲座讲师由全国各地具
有硕士和博士学历、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授课经验非常丰富的中高级导
师组成，将以专题授课、实例分析、现
场互动、沟通交流为主，走进多个乡
镇，对深入推进文明县城创建，促进文
明家风培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该系列公益讲座计划开
办11场。

系列公益讲座在陵水开讲

传承良好家风 共创文明家庭

公益

1月5日晚，荣获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大型原创舞剧
《沙湾往事》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据了解，“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舞台
艺术精品2022年展演”自1月4日至3月9日在省歌舞剧院举行，汇聚《沙湾往
事》《醒·狮》《永不消逝的电波》《天鹅湖》等精彩剧目。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沙湾往事 精彩上演

关注2022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