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达669.15 万人

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328.14 万人

今年我省将月人均基础养老金

标准提高至 199元，比此项制度实施

之初增长了 144元

去年，我省将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个人账户年记账利率提高

到3.94%

6月26日，在琼海市芳姐家政服务中心，一批月嫂喜获《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图为两名月嫂拿到证书后露出笑脸。
今年以来，琼海市芳姐家政服务中心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先后举办了3期高端月嫂、老人护理技能培训班。来自该市城

乡的200多名妇女获得免费培训，参加培训有困难的妇女还获得额外补贴，有效提高月嫂的技能素质，拓宽了创业就业渠道。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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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高春燕）6月27日，为期
三天的海南省2022年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以下简称中考）落下帷幕。根据
省考试局印发的《2022年海南省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
作实施细则》，2022年高中阶段学校
招生志愿设提前批、第一批、第二批和
第三批共四个批次，网上志愿填报工
作将于6月28日启动。

考生志愿实行网上填报的方式，
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实行考后估分
填报，具体时间为6月 28日-7月 6
日16：00。考生可填报提前批、第一
批、第二批录取的学校，每批次只能
填报一所学校（海南中学、国兴中学
少数民族特招班除外）；第一批次学
校A段录取结束后，未被录取的考生
可再次修改填报第一批次志愿参加
第一批次学校B段录取。

第二次实行知分填报，具体时间
为8月3日-4日16：00。该批次实行
平行志愿，考生可同时填报6所第三
批录取的普通高中学校，以及高校五
年一贯制招生计划、中高职“3+2”连
读及中高职“3+2”分段培养试点班的
6个学校专业志愿。

根据《细则》，2022年高中阶段学
校招生志愿设提前批、第一批、第二批
和第三批共四个批次。

提前批为琼台师范学院公办乡镇
幼儿园定向免培生班、海南中学和国
兴中学少数民族特招班、中央民族大
学附属中学、海南中学中英高中课程
实验班、海南华侨中学中美和中英合
作实验班、普通高中国际课程班、引进
优质教育资源合作举办的公办高中学
校的实验班。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只
能选报一个学校志愿（海南中学、国兴
中学少数民族特招班实行平行志愿招

生，可同时填报这两所学校）。
第一批为“省一级学校”、民办普

通高中学校公费生计划。考生在本批
次只能选报一所学校。本批次分两段
进行录取，A段录取“省一级学校”部
分统招计划（即全部统招计划减去该
校招生总计划预留5%的所得计划）
及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公费生计划，B
段录取“省一级学校”总计划的5%预
留部分及民办学校未完成的公费生计
划。申请部分计划在第二批次录取的

“省一级学校”不再安排在B段录取。
厅直属中学、有关高校附属中学B段
预留的5%计划面向全省招生，不再
分配到各市县。A段录取后未被录取
的考生可以在B段录取前修改本批次
志愿。

第二批为市县优质普通高中学校、
海南省农垦加来高级中学、经申请获批
的“省一级学校”（部分招生计划）；民办

普通高中学校非公费生计划。每名考
生在本批次只能选报1所学校。

第三批为一般公办普通高中学
校，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剩余计划）；
有五年一贯制招生计划的高等学校、
中高职“3+2”连读及中高职“3+2”分
段培养试点班。本批次采用平行志
愿投档录取方式，每个考生可同时填
报6所第三批录取的普通高中学校，
以及高校五年一贯制招生计划、中高
职“3+2”连读及中高职“3+2”分段培
养试点班的6个学校专业志愿。

据悉，相较去年，我省新增海口中
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
黄流中学、定安中学、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保亭中学、东方市东方中学、昌江
黎族自治县昌江中学、华中师范大学
琼中附属中学、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
学海南陵水分校共8所省一级学校在
第一批录取。

海南中考生今起填报志愿
新增8所省一级学校在第一批录取

关注中招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计
思佳）6月27日，海口市教育局印发
《海口市2022年中等学校招生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根据《方案》，
今年3所省属重点高中、6所海口市属
重点高中在海口招指标到校招生总计
划为3070人。

根据招生计划，今年6所市属重

点高中学校中，海南华侨中学指标到
校计划577人；海口市第一中学指标
到校计划567人；海口实验中学指标
到校计划360人；海口市第四中学指
标到校计划355人；海口市琼山中学
指标到校计划438人；北京师范大学
海口附校指标到校计划214人。

同时，3所省属重点高中在海口

也设有指标到校计划。其中，海南中
学（府城校区）指标到校计划213人；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指标到校计划
192人；海南省农垦中学指标到校计
划154人。

根据要求，“指标到校”计划招录对
象为填报了本招生学校志愿，且初中阶
段均在其初中毕业学校就读，并参加学

业水平考试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海口市公办省一级学校“指标到

校”计划占本校除自主招生等以外的
招生计划的比例为50%。非海口户
籍考生指标数按初中毕业学校指标到
校生名额的5%分配，实行单独划线，
录取分数不低于本校本市户籍考生的
录取分数线。

2022年海口中招方案发布

9所重点高中设3070个指标到校名额

本报海口6月 27日讯 （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曹柳）6月26日，海南省中医
院江东院区试运行启动仪式举行。试运
行启动后，海南省中医院江东院区将开
展医疗设备进场和信息系统调试工作，
与位于美兰区和平北路的老院区有机衔
接，在江东院区设立内、外、妇、儿、骨伤
等专科咨询门诊，为市民提供健康咨询
及必要的病人转运服务。

据介绍，海南省中医院江东院区是
江东新区首个投用的三甲医院项目，总
投资18.25亿元，用地面积221亩，总建
筑面积19.9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000
张。项目由整体地下室、门急诊医技楼、
综合住院大楼、名医堂/国际医疗中心、行
政后勤楼、科研教学楼、污水处理/制氧中

心、职业病医院等组成。
项目于2019年11月开工，采用装配

式建筑技术，按照花园式绿色医院理念
建设。项目建有屋顶花园、阳光庭院等，
绿化率达到44.36%。同时，还打造了超
8万平方米的地下空间，提供1796个地
下停车位，其中 15%为新能源汽车车
位。项目采用BIM等先进技术精确设
计、施工模拟、智能管理，做到绿色施工、
智慧运行，实现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

海南省中医院江东院区作为综合性
三级甲等中医院，打造集医疗、科研、教
学、保健、康复等功能于一体，具有中医文
化特色的省级现代化综合性龙头中医医
院，将逐步建成服务管理一流的国家区域
中医诊疗中心和国际中医医疗交流中心。

海口江东新区首个三甲医院启动试运行
设置床位1000张

医疗服务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日前，三亚市
教育局发布《三亚市2022年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今年三亚户籍儿童少年入学，仍以
户籍地为依据，坚持免试、就近、划片的入
学原则；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以
居住证为依据，坚持“相对就近、统筹安
排”的入学原则，切实保障三亚适龄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今年三亚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招生均
通过“三亚市中小学学位申请平台”线上进
行。根据安排，6月30日至7月8日，家长
或监护人登录“三亚市中小学学位申请平
台”填报儿童少年基本信息，申请相应学
位。网上提交材料截止时间为7月8日18
时，不在平台申请视为放弃三亚市的学
位。7月9日至7月24日，三亚各学校和教
育局对家长填报的学位需求信息进行在线
审核，审核后需补充材料的，家长要在7月
30日前补充完整相应的材料，不补充或补

充不完整的则视为放弃。8月25日至8月
26日，三亚各中小学校公布招生结果。

此外，2022年6月30日后新迁入三
亚市户籍的儿童少年，由三亚市、区教育
行政部门根据各学校学位情况按照“相
对就近，统筹安排”的原则统筹协调。

《方案》明确，三亚所有公办、民办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严格遵守义务教育阶段
招生入学规定，同步登记、同步招生，符合
在三亚市入学条件的儿童少年可选择公
办学校就读，也可选择民办学校就读，不
能同时选择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学校
不得以考试、测试或测评、竞赛、面试、培
训成绩、提交证书证明、与社会培训机构
联合考试等任何形式为依据选拔生源。

同时，三亚各区教育局、直属学校要
控制起始年级班容量，严禁出现大班额，
原则上按照小学每班不超过45人、初中每
班不超过50人招生。三亚全面取消公办、
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各类特长生招生。

三亚发布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方案

6月30日起线上申请相应学位

招生信息

本报海口6月 27日讯 （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姚一海）打开手机，登录“海南
一卡通”APP，依次选择“更多”“城乡社
保”“参保登记”菜单项，并按提示进行缴
费——这是6月27日，家住海口市琼山
区的汪先生自助式网络办理“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业务的情景。

据了解，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登记和保费缴纳属于两项业务，分属
社保和税务两个部门管理。此前，海南
城乡居民办完参保登记手续后，还要另
行去缴纳保费。尽管这两项业务都可在

“海南一卡通”手机APP上办理，且保费
还可通过微信、支付宝、部分商业银行手
机APP等多个渠道缴纳，但需转换页面
或使用手机APP，并不是很便利。这就
导致有些城乡居民嫌麻烦，不愿意参保
缴费，使得参保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针对群众参保、缴费不便利的“堵
点”，今年以来，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协
同省税务局、省社保卡一卡通中心、省
农信社等部门和单位，探索采取“参
保+缴费”模式，实行“一步办结”。未
参保城乡居民只要登录“海南一卡通”
手机APP，按照“更多→城乡社保→参

保登记”步骤，或直接搜索“参保登记”，
即可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登记业务。填写完毕后，页面会提示缴
不缴费，需要缴费的即可缴费。此外，
在办理参保登记业务时，既可为本人办
理，也可为他人办理。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兜底保
障的基本制度，服务对象主要是城乡居
民，是全民参保计划实施的重要险种。
目前，我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达669.15
万人，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328.14万人，对照“十四五”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任务指标，还有一定上升空间。

我省既积极吸引更多居民纳入社会
保障体系，又着力增强参保居民获得感。
去年，我省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
账户年记账利率提高到3.94%，今年又将
月人均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至199元，比
此项制度实施之初增长了144元。

“要不断提升办事体验满意度，扩大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努力推
进全民参保计划。”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有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要增加政策吸
引力，让居民共享更多改革成果；另一个
方面要优化服务，让事易办好办。

海南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便利性

“参保+缴费”掌上“一步办结”

海口江东新区金域仕家项目第二批选房活动结束
将于10月交付

本报海口6月 27日讯 （记者刘梦
晓）6月26日，海口市江东新区金域仕家
项目举行第二批选房活动。目前该项目
建设已经正式通过联合验收，将成为海
南自贸港重点园区首个安居房样板工
程，加快实现百姓住房梦。

活动现场，选房结果当场公布，现场
布置了销控表进行实时显示。据了解，
第二批配售房源共计290套。报名家庭
共计263户，其中基层教师和医务人员报
名205户，经适房、限价房转安居房轮候
对象报名58户。参与金域仕家安居房项
目第二批房源配售的海口市基层教师和
医务人员及安居房轮候人群（经适房、限

价房转安居房轮候对象），共计193户家
庭顺利选到心仪的住房，实现了“居者有
其屋”的愿望。

为了加快推进海口市首个安居房项
目配售工作的有序开展，在海口市住建
局、海口市住房保障中心、市教育局、市
卫健委、江东新区管理局等多个部门的
大力支持和指导下，保障项目从前期报
批、建造、购房资格审核、选房等各方面
均实现突破提效，充分体现各单位以实
际行动圆百姓安居梦的决心。

据悉，该项目将于2022年 10月 30
日交付，意味着购房客户将于年内搬入
新家、住进新房。

住房保障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镭丽 王海凡

6月27日中午12时，海南省妇女儿
童医学中心（以下简称省妇儿中心）重症
监护室门前，一对来自东方市的夫妻不
时朝监护室里张望。1个月的时间里，他
们8岁的女儿小琳经历了“九死一生”。

时间回到5月25日22时。小琳在
晚餐后开始喊肚子疼，疼痛越来越剧烈。

26日凌晨，小琳的家人将她紧急送
到东方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医生为
孩子做了心电图和心肌酶学的指标，并
马上意识到：孩子的腹痛不像是普通的
疾病，必须立即送往省妇儿中心抢救。

当天5时30分，小琳由东方市人
民医院转运团队护送进入省妇儿中心
儿童重症医学科。经综合化验检查结
果和临床表现，小琳得的是死亡率极高

的暴发性心肌炎。
孩子命悬一线！这种情况下，只有

ECMO（体外膜肺氧合器）的支持技术
才可能给予小琳一线生机，给已经完全
无法继续工作的心脏得以休息康复的
时间。

作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海南
分院，省妇儿中心立即联系了总院，经
过复旦总院专家对省妇儿中心的治疗
方案进行充分认证后，确定可以立即启
动ECMO治疗工作。

这是海南省第一例儿童心脏危重
症ECMO治疗，摆在医护人员面前的
是重大挑战。

19时10分，由省妇儿中心副主任
（副院长）、小儿心胸外科专家陈仁伟带
领的心胸外科团队开始为小琳实施置
管手术。

一切顺利。20时24分，ECMO开

始运转。暗红色血液从小琳体内流出，
经过人工体外膜肺装置不断循环氧合，
变为鲜红色的、充满生机的动脉血回流
小琳体内，让孩子的各个脏器获得充分
的氧合、得到有效的支持。

23时，小琳开始有了微弱自主不
规则心率。

在小琳的病床旁，5天4夜，110个
小时的守护，省妇儿中心儿童重症医学
科团队的医护人员每一秒都不敢松
懈。终于，小琳的心脏开始逐步沉稳、
有力地自主跳动，逐渐不再出现心律失
常表现，超声提示孩子心脏的射血分数
指标也越来越好了。

5月31日9时，在复旦儿科医院总
院专家的指导下，医护人员为小琳成功
撤除ECMO支持，这意味着她暂时脱
离了生命危险。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

小琳逐步恢复自主活动、能正常进食
了，终于在6月27日从儿童重症医学
科转入普通病房。

省妇儿中心党委负责人、主任（院
长）樊利春表示，此次海南省首例儿童心
脏危重症ECMO救治的成功，意味着海
南具备了运用ECMO这一最高级别生
命支持技术救治心脏危重症患儿的能力。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总院副院长
翟晓文介绍：“孩子的整个诊疗过程，是
一个非常成功的多学科共同参与的抢救
案例，该病例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与海南分院携手战胜死神的一个创举。”

海南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
康璇表示，省妇儿中心此次成功开展
ECMO技术，代表着海南省防治大病能
力的提升，进一步筑牢了海南儿童“大
病不出岛”防线。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

海南首例儿童心脏危重症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救治成功

救命“神器”挽救暴发性心肌炎女童

海南华侨中学577人

海口市第一中学567人

海口实验中学360人

海口市第四中学355人

海口市琼山中学438人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校214人

6所市属重点高中指标到校名额

海南中学（府城校区）213人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2人

海南省农垦中学 154人

3所省属重点高中指标到校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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