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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市部分学校游泳池
向社会开放

本报五指山7月25日电（记者谢凯）7月25
日起，五指山市部分学校的游泳池面向社会开放，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7月25日从五指山市教育局
了解到的消息。

据了解，从 7月 25日起，五指山市红星学
校、畅好乡中心学校、南圣镇中心学校、毛道乡
中心学校、毛阳镇中心学校、番阳镇中心学校、
水满乡中心学校等7所学校的泳池面向学生及
社会人士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将持
续至 8 月 31 日，水满乡中心学校预约电话为
15348845080，其 余 6 所 学 校 预 约 电 话 为
18898296017，当地市民及学生可就近选择其中
一所学校的游泳池畅游。

为维持开放成本，开放时段内，学校游泳池实
行普惠性收费制度，学生每人每次5元，成人每人
每次10元，并实行电话预约制和家长陪同制，游泳
人员需自备泳装、泳镜、泳帽等游泳装备，如不会游
泳的学生和社会人士，还可现场报名学习游泳。

五指山市教育局副局长苏小艳介绍，向社会
开放学校泳池，一来可以为学生提供安全游泳环
境场所，尽最大努力避免学生野外游泳；二来有效
利用空闲的学校泳池资源，不让公共资源空置浪
费，承担便民服务的责任，将做好安全服务和秩序
维护等责任，让市民共享优质公共资源。

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合格性考试成绩公布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见习记
者黎鹏 特约记者高春燕）7月25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考试局获悉，2022
年海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
试评卷及分数统计工作已结束，考试
结果已向考生公布。考生可凭学考卡
号和密码，通过省考试局官网进入“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门户网站”查询
自己的考试结果。查询网址为：
https：//xk.hnks.gov.cn。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符才娜

根据《海口市2022年暑期托管
服务工作方案》，该市将于7月25日
至8月19日（工作日），在13所学校
和幼儿园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工作。

海口各学校是如何安排的？
报名参加暑期托管的学生有多
少？课程是如何设置安排的？和
去年有何变化？海南日报记者进
行了实地探访。

根据海口市教育局要求，海口
市暑期托管学校服务对象不局限于
本校学生，由学生家长自主自愿报

名参加。
25日上午8时许，记者来到海

口市美兰区中心幼儿园，该园老师
正站在门口迎接，不断有家长牵着
背着书包的孩子，拿着被褥、枕头、
毛巾、杯子等生活用品进入幼儿园。

“这次幼儿园暑期托管计划招生
90人。报名一启动，很快就满员。”海
口市美兰区中心幼儿园保教主任梁小
妹介绍，在这次报名参加暑期托管的
孩子中，近6成的小朋友都来自外园。

同样，在海口市第二十六小学，一
大早也迎来了参加暑期托管的学生。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暑假带娃成了家
里的‘头疼事’。去年我们就给孩子报

名参加了二十六小的暑期托管服务，
孩子上了后很喜欢。所以，今年学校
的暑期托管一启动，我们就赶紧报了
名。”家长吴清云认为，在学校参加暑
期托管，孩子既能交到朋友，还能学习
新知识，“孩子开心，家长也省心。”

课程服务是暑期托管最核心的
内容，各个学校是如何设置的？

7月21日，海口市第二十六小
学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暑期托
管课表。记者注意到，该校共设置
了12门特色托管课程，包含科技、
艺术、体育等，种类十分丰富。

当天上午，在航模课上，海口市
第二十六小学六年级学生周小洲跟

着老师学习了航模理论知识，并在操
场上放飞了自己亲手制作的航模飞
机。“下学期我就要升初一，这个假期
没暑假作业，加上疫情不能出岛旅
游，空闲时间特别多。”周小洲告诉记
者，“看到家附近的二十六小开了暑
期托管班，课程安排得十分有趣，所
以我主动让父母给我报名。”

暑托班午餐怎么样？能不能午
休？这也是不少家长关心的事情。
记者走访发现，托管小学都暂未推
出。大部分幼儿园与平时上学一
样，由本园食堂为幼儿提供早餐、午
餐，中午也在园内午休。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

海口暑期“官方带娃”首日：

课程用心 孩子开心 家长省心

就像很多好搭档也存在矛盾一
样，海南文昌发射场和“胖五”也有
一个与生俱来的矛盾，在发射任务
中亟待破解。

据介绍，长五B是大型低温火
箭，其作为燃料的液氧温度达到－
183摄氏度，液氢温度可达－253摄
氏度，堪称火箭家族中的“冰墩
墩”；而海南气候温暖，发射时又是
高温天气，如何才能让“胖五”安全
经受住冰火两重天的考验？

首先，设计人员为这个“巨

无 霸 ”设 置 了 全 程 冷 链 运 输 。
“如果不能保障全程冷链运输，
金属一旦热胀冷缩，就会影响
煤油贮箱的容量。”娄路亮介绍
说，也就是在星罩组合体转运
和火箭转运至发射区过程中，
均有空调向罩内输送常温干燥
空气，保障问天实验舱的舒适
度。其次，这个“冰墩墩”在完
成低温推进剂加注后要防止贮
箱内部温度过高，因此采用隔
热材料和工艺，在外层均设置

了绝热层，就像披上了一身“隔
热汗衫”，保持箭体内外温差较
大的情况下维持低温环境。这
不但能够有效减小贮箱内部温
度升高，同时可以有效缓解箭
体外部冷凝水的产生。

通过这些措施，文昌发射场和
“胖五”这对好搭档解决了冰与火的
矛盾，让问天实验舱始终处在“舒
适”的温湿度环境中，拥有良好的

“乘坐”体验。
（本报文城7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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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长征
五号B遥三运
载火箭在文昌
发射场点火起
飞，将问天实
验舱稳稳托起
并送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
取得圆满成
功。人称“胖
五”的长征五
号B遥三运载
火箭，和有“最
美航天发射
场”之称的海
南文昌发射
场，再次联袂
刻下中国航天
新的里程碑。
在多位航天专
家看来，这个
组合堪称保障
载人空间站工
程的最佳组
合、“黄金搭
档”。

“胖五”带着问天实验舱来到发
射工位前，要先走过“问天路”，并
经过一棵命名为“问天树”的百年
大榕树。这条路、这棵树，见证着
中国航天在海南文昌创造的一个
又一个奇迹。

问天实验舱是迄今为止中国航
天发射的重量最大、包络尺寸最大
的载荷，重量约为23.2吨。这样的
重要任务，理所当然落到了我国目
前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新一代
运载火箭——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
（以下简称长五B火箭）身上。

长五B火箭是在长征五号基础
上，为满足我国载人空间站工程需
求研制的一款新型大型运载火箭。
火箭全长约53.7米，拥有长20.5米、

直径5.2米的国内最大整流罩，起飞
重量约849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达到25吨级，被专家称为发射问天
实验舱的最佳选择。

最“重量级”的任务、最“重量
级”的火箭，发射场的最佳选择也落
在了海南文昌。

“在建设航天强国的新征程中，
文昌发射场独具优势、堪当重任。”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钟文安
认为，文昌至少在4个方面具有独一
无二的优势。

一是纬度低、发射效费比高，同
等条件下能够使地球同步轨道运载
能力提升15%以上；二是射向宽、安
全性好，火箭射向1000公里范围内
均为海域，残骸落区均在海上；三是

海运便捷、可行性强，能够解决铁
路、公路和空运均无法运输大尺寸
火箭的难题；四是无毒无污染、绿色
环保，是我国首个全面采用液氢、液
氧、航空煤油等新型推进剂的发射
场。同时，文昌发射场实现了我国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10吨到25吨、
地球同步轨道运载能力从5.5吨到
14吨的跨越，大幅提升了我国进入
太空的能力。

据介绍，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
最重要的3个舱段，即天和核心舱
和问天、梦天两个实验舱的发射任
务都由长五B火箭执行、在文昌发
射场发射。在海南的山海之间，中
国航天还将继续创造奇迹、刻下新
的里程碑。

文昌发射场独具优势堪当重任

尽管海南文昌发射场和“胖五”
拥有诸多先天优势，但此次问天实
验舱的发射任务意义重、载荷重、责
任重，任何细节都不容有失。为此，
这对“黄金搭档”做了大量准备工
作，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全力保障
发射成功。

此次发射是首次执行快速交会
对接任务，即问天实验舱需要与空
间站天和核心舱进行快速交会对
接，因此必须在规定时间分秒不差
地发射，否则将无法到达指定位置，
也就是常说的“零窗口”发射，这也
是我国首个实施“零窗口”发射的大
型低温火箭。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此次发射
任务上了‘双保险’。”航天科技集团
一院长五B火箭副总师娄路亮说，
第一道“保险”来自火箭控制系统的

“起飞时间修正技术”。尽管长五B
火箭已经具备“零窗口”发射能力，
但通过这项技术可将发射窗口扩宽
至2分30秒。也就是说，即使火箭
没能完全按照预定窗口发射，在2分
30秒这个窗口时间里发射，都能通
过后期的轨道修正精准完成入轨和
交会对接。

第二道“保险”来自文昌发射
场的流程优化。特别是“胖五”作
为低温火箭，面临着低温推进剂

加注问题和复杂的射前流程，实
施“零窗口”发射相比常温火箭难
度大得多。按原来的常规做法，
各系统只能按时序完成射前指
令。“就像面对逐题试卷限时竞
答，一旦卡在前面简单的问题上，
后面的题目分数很高却又不能
做，显得束手束脚。”娄路亮这样
比喻，为了和时间赛跑，通过对射
前 10分钟的发射流程进行优化，
将各系统耦合性高的工作由“串
联”变为“并联”，可以在距离点火
2分 30秒就完成了发射前各项准
备工作，如果有问题就能早发现、
早解决。

联袂为“零窗口”发射上“双保险”

穿上“隔热汗衫”通过冰与火的考验

文昌姑娘林美媚和队友
赢得沙排世界大赛冠军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
报记者7月25日从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获悉，
世界沙滩排球未来赛比利时（鲁文）站的比赛7月
24日晚结束，代表国家队参加的海南沙排女将林
美媚和新疆姑娘夏欣怡配对，以7战全胜的成绩，
获得了冠军。这是林美媚获得的第一个世界级大
赛的冠军，也是海南沙排选手赢得的第一个世界
大赛冠军。

世界沙滩排球未来赛比利时（鲁文）站是世界
一级大赛，也是杭州亚运会和巴黎奥运会周期的
积分赛。这个冠军的获得，对她俩赢得巴黎奥运
会入场券将起到帮助作用。

今年24岁的林美媚先后入选过国家沙排青
年队、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沙滩排球成年队和
国家沙排成年队。去年，她和队友赢得了2021年
全运会沙排比赛第4名，创造了海南沙排女队参
加全运会的最好成绩。

海南棋手杨镒萌
五子棋世青少赛夺双冠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
报记者7月25日从省旅文厅获悉，由国际连珠联
盟主办的2022年世界五子棋青少赛近日结束，代
表中国队参赛的海南棋手杨镒萌一鸣惊人，获得
了Renju（有禁手）和Gomoku（无禁手）项目F组
2个冠军。这也是海南棋类选手第一次在世界大
赛中夺冠。

比赛原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由于疫
情影响，主办方将比赛调整到爱沙尼亚共和国智
力运动官网平台线上举行。竞赛设Renju（有禁
手）和Gomoku（无禁手）两个项目。本届世青赛
吸引了中国、俄罗斯、爱沙尼亚、日本、韩国、匈牙
利、希腊等几十个国家的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在线
参赛人数500多人。

我省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市场监督

举报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
最高奖励100万元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我省近日出台市场监
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鼓励社
会公众积极参与市场监督，举报市场监管领域重
大违法行为，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
100万元。

《办法》所称给予举报奖励的市场监管领域重
大违法行为包括：对自然人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
得金额1万元以上（含本数，下同），对法人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金额10万元
以上的违法行为；被处以责令停产停业行政处罚
的违法行为；被处以责令关闭行政处罚的违法行
为；被处以吊销（撤销）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行政
处罚的违法行为；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立案
的违法行为。

举报下列重大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结案后，
涉及行政复议或者诉讼的在依据生效复议决定或
者裁判文书执行完毕结案后，给予相应奖励：具有
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重大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领
域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危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
全的重大违法行为；违反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
业产品质量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经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认定，符合条件需要给予举报
奖励的，按照《办法》规定执行。

获得举报奖励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有明
确的被举报对象和具体违法事实或者违法犯罪线
索，并提供了关键证据；举报内容事先未被市场监
管部门掌握或媒体公开的；举报内容经市场监管
部门查处结案并被行政处罚，或者依法移送公安
机关立案。

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
根据《办法》相关规定确定的奖励金额不得突破该
上限。单笔奖励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含50万
元）的，由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商本级政府财政部门
按财政管理有关程序确定。

《办法》自2022年8月25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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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使用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三亚12个商家被查处
本报三亚7月25日电（记者李

梦楠 通讯员杨敏）7月25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获
悉，该局第一行政执法支队集中开展
禁塑及“三小”行业专项整治行动，12
个商家被立案查处，进一步打击使用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违法行为，
加快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检查全市
32个农贸市场内的猪肉、蔬菜、水果
等摊位及周边的小商店。执法人员对
涉嫌违法的经营主体制作现场检查笔
录，并现场扣押检查发现的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

按照三亚关于“三小”行业专项整
治工作要求，在本次行动中，执法人员
积极督促各经营摊位和食品经营者按
相关要求，严格落实明码标价的要求，
强调从事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人员必
须取得有效健康证，做好店里“三防”
（防蝇、防尘、防鼠）等工作。

整治行动中，第一支队共出动执
法人员238人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
共计462家。目前，已对12家涉嫌使
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的商家进行立
案查处，对6家“三小”制品食品经营
单位立案查处。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该支队将对此次检查
中发现的涉嫌违法经营主体进行立案
查处，并对农贸市场管理方不落实相
关责任的行为开展进一步调查。

7月25日，在海口第二十六小学，老师指导学生制作航模。 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