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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金浩田）近日，省教育厅出台《海南
省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指导各地各校加强
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考试管理，
切实降低学生考试压力，让学生以
科学合理的负担获得全面发展。

《规定》对海南省义务教育学校

的考试次数、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命题工作、结果应用、过程评价、质
量监测、管理职责等多方面工作进
行了明确。

根据《规定》，我省小学三至六
年级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
中各年级每学期组织一次期中考试
和一次期末考试；初中毕业年级可
在总复习阶段组织1至 2次模拟考
试。学校、年级或班级不得组织入
学考、摸底考、周考、月考、单元考试

等其他各类考试，不得以测试、测
验、限时练习、学情调研等各种名义
变相组织考试。对于申请转学的学
生，转入学校也不得安排任何形式
的转学考试。

在考试和阅卷方面，《规定》明
确，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
小学三、四年级每场笔试时间不得超
过60分钟；小学五、六年级每场笔试
时间不得超过90分钟；初中年级每
场笔试时间不得超过120分钟。各

地不得组织区域性或跨校际阅卷，学
校间也不得组织联合阅卷。阅卷评
分要坚决杜绝“教条主义”，对于开放
性的主观试题，不得要求学生所做答
案与参考答案完全一致。

《规定》强调，学校不得对学生
的考试结果进行排名、公布；不得向
学生和家长提供他人的成绩数据；
不得将考试结果在各类家长群传
播；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
班、排座位、“贴标签”。初中各学期

期中期末考试成绩和初三下学期模
拟考试成绩不得与升学挂钩。学校
和教师不得将原始分数用于分析学
情教情外的其他用途。

《规定》要求，任课教师要及时
将考试结果及存在问题告知学生本
人，同时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班
主任要通过家访或其他适当的方式
将学生考试结果告知家长，引导家
长正确看待考试成绩，科学评价学
生学业进步情况。

海南农信一年内
将送2840场电影下乡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王培琳）5月16
日，海南农信联合海南润物无声电影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启动海南省农信“服务
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全省电影巡回放映活动，放映
活动将持续一年，在全省2533个行政村和农垦系
统轮流放映优秀爱国主义电影2840场。

海南农信给全省人民群众送上一份精美的电
影文化大餐的同时，用电影的形式为老百姓上了
一堂生动的灵活信贷、科学致富辅导课，将有助于
推动乡村振兴和海南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省公安厅旅游与环境资源警察总队
原总队长王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陈善风）海南日报记者5月16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省公安厅旅游与环境资源警察总队原总队长王
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驻省
公安厅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省监委指定管辖，
目前正接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监委监察调查。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王雪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冯推聪）海南日报记者5月16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王雪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
驻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省
监委指定管辖，目前正接受万宁市监委监察调查。

“双减”在行动

海南出台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规定

学生考试结果不公开不排名

万宁市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玩趣味游戏
学禁毒知识

本报万城5月16日电 （记者良子）5月 16
日上午，万宁市开展 2022“巾帼手拉手，家庭
禁毒行”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以理论与案例相
结合方式讲解，让群众了解了毒品的种类、外观
以及气味和口感等，真正认清毒品的危害，远离
毒品，拒绝毒品。

据了解，活动现场摆放仿真毒品，在场群众
积极参与到“精准找毒窝”禁毒游戏中，更加巩
固了广大群众对识毒、防毒、拒毒的思想意识。
在“你问我答”的环节中了解到了更多的禁毒知
识，同时获得工作人员发放的奖品。现场共发
放了50余份禁毒宣传手册。

此次活动由万宁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学生安全公益讲座
走进昌江校园

本报石碌5月16日电（记者刘
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5月16日上
午，2022年昌江黎族自治县学生安
全、法治暨塑造良好品格公益讲座
在该县首都师范大学昌江木棉实验
学校举办，旨在进一步提升学生安
全意识，塑造良好品格，构建平安、
和谐校园。

讲座上，教育部家庭教育学会特
聘讲师王建华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精
彩的讲座。他从《家庭教育促进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如何树立良
好品格，走向幸福人生等内容进行讲
述，以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一张张生动
的图片，深入浅出地为师生讲解，并融
入现场互动与沟通交流，将讲座氛围
推向高潮。

据了解，本次系列讲座涉及家风
建设、青少年品格修养、如何用好家风
影响孩子等多个主题，讲座分为两期
进行，分别在5月以及9月，共举办14
场，主要针对昌江各学校的老师、学生
等。本次讲座由昌江县政府妇女儿童
工作办、县教育局、县妇联主办，海南
日报读者俱乐部承办。

定安琼剧嘉年华
特别节目活动启动

一等奖获得者
将获奖金1万元

本报定城5月16日电（记者叶
媛媛）5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定
安县旅文局获悉，由定安县委、县政
府与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共同推出的
《琼剧正青春》2022年定安琼剧嘉年
华特别节目已拉开序幕，通过多轮竞
演比拼，一等奖获得者将获得奖金1
万元。

据悉，活动将分为报名、云海选、晋
级赛、总决赛、展演五个阶段，通过线
上+线下联动的方式进行，最终评出一
等奖1名，奖金1万元；二等奖2名，奖
金各 5000 元；三等奖三名，奖金各
2000元；优秀奖6名，奖金各1000元。

根据比赛规则，活动的参赛选手
须为12岁至35岁琼剧爱好者，参赛
者可通过手机拍摄琼剧表演短视频
（3分钟以内），连同联系方式一起发
送 至 邮 箱 qjzqc2022@163.com 报
名，或将短视频发送至抖音平台并添
加话题“#琼剧正青春”。5月17日中
午12：00截止报名。

此外，本次活动将于6月3日在
定安沿江广场主舞台进行展演。届
时主办方将邀请省内琼剧名家、“琼
剧正青春”优秀选手登台表演，更有
海南著名音乐人加入，为琼剧爱好
者呈现一场丰富的视觉、听觉盛宴。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朱乃飞 陈文思

5月 12日上午，在万宁市太阳
河旧河道下游，钩机正在岸边伸长
机械臂将水中的水浮莲打捞起来，
作业船上的工作人员用靶子等工具
捞起水浮莲，岸边工作人员正在合
力用绳子将河道正中央的水浮莲拉
松挪开。

“太阳河旧河道上游已经基本
完成水浮莲清理工作，目前我们正
在对旧河道下游的水浮莲进行清
理。”万宁市水务局副局长吴永涛指
着岸边堆积的水浮莲介绍，由于其
生长周期短，繁殖速度快，泛滥生长
后不仅覆盖水面，限制了水体流速
堵塞河道，同时，也降低了水中溶解
氧，抑制了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进

而影响整片水域的水生态环境。
太阳河旧河道水浮莲清理是万

宁市集中整治水浮莲项目之一，目
前已经完成清理面积 3 万多平方
米。“项目自4月23日实施，清理范
围主要从太阳河进口河道到小海出
海口，全长约有13公里，实施清理总
面积约11万平方米，计划一个半月
的时间完成清理。”万宁市水务局建
设管理和安全监管组负责人卢裕涛
说。

据介绍，该项目的实施可以改
善水环境、恢复河道过流能力，是创
建农村宜居环境，改善小海周边水
环境的举措，是小海周边“六水共
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吴永涛说，在去年年底，万宁市
就对全市县级河流水浮莲进行了全
面摸底调查，确定了重点清理区域

和河段，统计面积约1500亩，专项
整治方案印发后，更加明确了清理
整治水浮莲工作的职责和方向。万
宁市将通过对重点流域、河段水浮
莲和漂浮垃圾集中治理，建立镇
（区）和上下游共治共管的水浮莲长

效保洁机制，形成属地管理、群众监
督、河长办协调考评的工作格局，进
一步改善水环境，确保河流达到水
面清洁，加速实现“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目标。

（本报万城5月16日电）

水浮莲清理“百日大战”攻坚行动

万宁市集中整治太阳河旧河道水浮莲

扫清河道“顽疾”恢复过流能力

本报三亚5月16日电（记者徐
慧玲 通讯员吴晓媛）青翠欲滴的空
心菜、新鲜嫩绿的小白菜……近日，
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位于三亚市崖州
区的三亚仕泓蔬菜产业有限公司常
年蔬菜基地，只见一片片绿油油的蔬
菜生机勃勃，长势喜人。据悉，该基
地采取“基地直供模式”，蔬菜由基地
直采、企业直销、批零同步销售，打通

产、供、销链条通道，减少中间差价，
提升流通效率，让居民能购买到平价
菜、惠民菜。

“地是向农户租的，我们投入了
技术并进行管理。”该基地负责人姚
凯缤介绍，基地采取政府主导加企业
运营的方式，由政府向农民租赁土地
支付租金，交由企业对基地进行标准
化建设，并进行产销一体化生产经

营。目前，基地占地面积300亩，其
中100亩主要以生产小白菜、空心
菜、菜心等瓜菜为主。

为了提升蔬菜的品质，基地在硬
件设施上做足了功夫。“这些蔬菜无
需打农药，我们使用防虫网和有机
肥，确保蔬菜无公害。”姚凯缤说，基
地中搭建蔬菜大棚、铺设地膜，用于
防治害虫危害、减少农药污染、实施
无公害生产。

近年来，三亚仕泓蔬菜产业有限
公司常年蔬菜基地结合本地实际，引

进并培育种植新品种，种出乡村振兴
好“钱景”。如今，4月中旬种下的一
批时令蔬菜已进入采收阶段，目前基
地里每天有5万斤的采收量。

“基地里的蔬菜现在按成本价出
售每斤1.5元，每天采收的蔬菜确认
好订单后，会集中从基地直接配送到
客户手上，减少中间差价。”姚凯缤介
绍，接下来将不断丰富基地内蔬菜品
种，种植更多蔬菜新品种，完善基地
条件，提升培育技术，让居民品尝到
更多绿色有机食品。

三亚崖州区常年蔬菜基地打通产供销链条通道,提升流通效率

平价菜从田头直达灶头
关注平价菜保供惠民行动

强化乡镇医生培训
提升糖尿病防治管理能力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马珂）5月16日，
海南省基层糖尿病防治管理第一期培训班在上海
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开班。来
自琼海、东方、保亭等市县的20名乡镇卫生院医生
参加培训。

培训班主要任务是培养专业的糖尿病管理医
师，提高基层糖尿病防治管理能力，助力做好海南
省“2+3”健康服务包工作。

开班仪式后，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内分泌与糖尿病专家贾伟平线上授课，对
《国家基层糖尿病防治指南（2022版）》进行要点
解读。国家指南要求，所有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
生室应配置视力表，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及其他
眼病的视力筛查提供条件，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配置葡萄糖监测仪，为
控制血糖波动、提高管理依从性提供手段。

本报保城5月16日电（记者王
迎春 通讯员陈明）为防止食堂餐厨
废弃物流入市场、让不法分子有利用
食堂餐厨废弃物再加工出售的机会，
自今年4月初起，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多措并举，积极推
进全县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餐厨垃
圾分类工作。

据了解，因全县无正规餐厨垃圾
回收机构，保亭餐饮单位长期以来存

在自行处理餐厨废弃物，导致部分餐
饮单位及学校食堂的厨余垃圾被无
资质个人或单位回收用于家禽家畜
的喂养、加工售卖或直接往未分类的
公用垃圾桶投放导致环境污染等问
题出现。

针对这一难题，保亭市场监督管
理局主动作为，联合县园林环卫服务
中心、各乡镇政府对全县学校、幼儿
园食堂餐厨垃圾处置进行规范管理，

通过召开座谈会，向学校幼儿园负责
人及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员宣讲餐厨
垃圾无害处理的意义，要求学校餐厨
废弃物处置安排专人负责，建立完整
处置台账，详细记录餐厨废弃物的种
类、数量、去向、用途等情况，定期报
告，井接受监督检查。

近日，保亭市监部门联合县园林
环卫中心、县教育局组织全县55家学
校、幼儿园与各乡镇垃圾分类责任方

签订三方协议书，协议要求学校（幼儿
园）落实师生食堂的剩饭剩菜废弃物
和废弃油脂集中收集后，自行运送至
指定厨余垃圾处理点，做好台账登记，
乡镇垃圾分类责任方做好终端处置工
作，同时市监部门督促学校做好日常
厨余垃圾处置、台账记录等工作。对
厨余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可以有效
减少“食饵猪”“地沟油”的生产，防止
有害物质从源头进入市场。

万宁警方打掉
一个盗窃电缆团伙
流窜作案，涉案近千万元

本报讯（记者良子）近日，万宁警方经过缜密
侦查，成功打掉一个长期在我省流窜作案盗窃电
缆团伙，抓获团伙成员6人，破获案件8起，涉案
金额近千万元，全力挽回了企业财产损失，有力惩
治了违法犯罪。

今年2月和3月，万宁市相继发生两起电缆
被盗案，供电部门在兴隆华侨农场和石梅湾旅游
公路铺设的某段高压电缆被盗，被盗电缆总价值
约480余万元。案发后，万宁市公安局迅速组织
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侦办此案。专案组民
警迅速行动，通过走访群众、施工单位和供电公
司，以案发现场为中心从现场勘查入手。专案组
根据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段以及作案规律、活动轨
迹，开展串并案侦查，锁定了以满某远为首的盗
窃犯罪团伙，进一步掌握了作案团伙的分工特点
和作案过程。

近日，万宁警方兵分多路，集中行动，一举将
盗窃电缆团伙成员满某远、郭某军、王某等6人全
部抓获。经审讯，以满某远为首的6名团伙成员
对其自2021年以来先后在我省海口、万宁、琼海、
东方、临高等地流窜作案盗窃电缆，涉案金额近千
万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落实垃圾分类处置，保亭打造净美校园

让食堂餐厨垃圾有处可去有迹可循

万宁市水务局组织人员清理太阳河旧河道下游的水浮莲。 朱乃飞 摄

近日，2022年海南省职业教育活动周职业技能、职业院校就业情况集中
展示活动在省图书馆北门广场举行，来自全省18所职业院校的350余名师
生及海南省烹饪协会参加此次集中展示活动。

据了解，该活动以“技能：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当天，职校师生在现场共
展示珠宝鉴定、网络直播、黎锦双面绣、中医药、推拿理疗、急救技能、插花艺术、
3D打印、激光雕刻、美发化妆造型、美容护肤、美甲技艺、机器人应用、手工制茶、
南药及药膳食品制作、花式点钞等24项技能。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职校师生 花式炫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