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驾驶人参加学习并考试合格后，在现

有累积记分分值中 1 次减免 1 分（不涉及

罚款减免），1 个记分周期内最多可以减

免 6 分（包括 6 分）。

一个记分周期内可多次申请，但一个

记分周期最多减 6 分。

申请“学法减分”业务后，需在 3 日内

完成学习，超过截止日期原学习学时无

效。3 日内累计学满 30 分钟且审核通过

的，需在七个工作日内完成考试，逾期未

考，原学习学时作废。考试未通过的需

在 24 小时内补考，补考以两次为限，未按

时完成补考的，原学习学时作废。考题

共 20 道，答对 18 道（含）以上，考试成绩

合格，每道题作答时间 60 秒，在 60 秒内

未作答视为错误。

有以下7种情形之一的不可申请“学法减分”

●在本记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有二次以上满分记录，或者累积记分达到十

二分的；

●在上一个记分周期，机动车驾驶人有二次以上满分记录的；

●在最近三个记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因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或者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校车标牌或者使

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行驶证，或者买分卖分受到过处罚的；

●机动车驾驶证在实习期内，或者机动车驾驶证逾期未审验，或者机动车驾驶

证被扣留、暂扣期间的；

●机动车驾驶人名下有未处理的交通违法行为记录的；

●机动车驾驶人名下有安全技术检验超过有效期或者未按规定办理注销登记

的机动车；

●驾驶人参加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减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或者机动车

驾驶人违法记分满分，教育和审验教育学习考试时存在弄虚作假、冒名顶替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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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党史天天读党史天天读

1949 年 6 月 ，随 着 青（岛）即
（墨）战役的胜利结束，山东省内只
有位于渤海海峡的长山列岛仍由国
民党残部盘踞。

长山列岛位于辽东半岛与山东
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中，地处海上
交通要道，呈东北西南向纵列于渤
海海峡，南长山岛最大，南与山东蓬
莱县城相距 10公里，驻守在岛上的
国民党海军陆战二团仗海峡天险和
舰船优势，不仅时常窜扰沿海地区，
破坏渔业生产，而且严重威胁着东
北、华北、华东三大解放区之间的海
上交通和对外贸易。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华东
局指示，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抽
调山东军区及胶东军区的部分军政
干部组建“解放长山岛前方指挥
部”，由华野二十四军七十二师、特
种兵纵队炮兵第十三团、华东警备
第四、五旅各一部以及北海分区的

地方武装组成攻岛部队，发起解放
长山岛战役，时任山东军区副司令
员的许世友担任总指挥。为掌握第
一手作战情报，许世友等多次深入
部队和群众中，调查研究，勘察地
形，并了解海上潮汐和气候变化情
况，召集各级参战部队指挥员反复
研究，分析敌我双方形势。

当地中共党组织派人潜入实地
侦察和发动渔民群众提供情报，动
员国民党官兵提供情报，掌握了敌
守军兵力部署、武器装备、防御体系
及长山岛的地理情况，并据此绘制
了守敌工事及长山列岛滩情图。

据此，前方指挥部制定出“夜间
接敌，实行强攻，以炮火掩护，逐岛
攻击，稳步推进，逐岛占领”的作战
方案———以七十二师两个团主攻
守敌团部所在地南长山岛，后占领
北长山岛。警四旅两个营助攻，占
领南长山岛以西的大黑山岛、小黑
山岛和庙岛；警五旅两个连占领南
长山岛以东的大、小竹山岛，并以此
为依托，保障七十二师攻击部队右
侧安全。在攻取这些岛屿后，再进
一步夺取其他敌占岛屿。

参加解放长山岛战役的华东野
战军第七十二师、华野榴炮团和胶

东军区警备第四旅、第五旅等部队
陆续到达与长山列岛隔海相望的蓬
莱，立即投入紧张的泅渡、驾船、海
上射击训练。为了对付敌舰，各连
队均准备两只装满炸药的小木船，
利用暗夜驶入敌舰的航道，使其不
敢靠近主力船队。解放军炮兵部队
向位于南长山岛的敌军阵地隔海进
行了试炮轰击，实践证明解放军的
炮兵火力完全能够控制长山岛南端
及其周围海域。山东沿海人民也积
极行动起来，为部队筹集粮草，教战
士划船，为部队做向导，全力支持部
队作战。

1949 年 8 月 11 日，我军渡海攻
击船队三路并进，乘坐大小木船分
别从蓬莱刘家旺、解宋营和栾家口
等港扬帆出海，向各自目标前进。

警四旅首先对大、小黑山岛发起
进攻，迅速占领敌人阵地。引诱停
泊在南北长山岛的敌舰闻讯后前往
支援。敌舰出动后，解放军七十二
师指战员所乘船只接近南北长山
岛，立即发射信号弹。蓬莱沿海解
放军炮兵阵地见到后立即开炮，基
本摧毁了南长山岛南部敌人滩头阵
地。在炮火掩护下，七十二师各突
击部队于凌晨 3 时 40 分登上海滩，

与敌人激战。敌舰闻讯后仓促回
援，却被登上大、小黑山岛的解放军
左翼部队架设的炮火拦截，无法接
近南长山岛，一艘敌舰多处中弹，不
能行驶，只得投降。

激战至上午9时，七十二师各突
击部队已完全摧毁敌军吹嘘的“立
体防御”，扫清了南长山岛南部全部
敌人。残敌向岛的北端溃退，有的
企图游泳逃上北长山岛，却发现南、
北长山岛之间已经有解放军把守，
于是纷纷投降。而侥幸泅渡逃到北
长山岛的100多名敌人，也在几小时
后，向跟踪而来的解放军投降。与
此同时，警五旅胜利夺取了大、小竹
山岛。

20日，解放军再接再厉，夺取北
部各岛，至此长山列岛全境解放。
解放长山列岛之战，是人民解放军
在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进行的

“首次渡海登陆作战”，此役，共毙敌
200余名，俘敌 1305名，缴获各种炮
15 门、轻重机枪 72 挺、长短枪 1095
支、炮弹子弹28万余发、舰船10只、
汽车4辆、粮食38万斤，创造了一个

“陆军打海军，帆船打军舰”的经典
战例。

（《人民政协报》）

解放军的首次渡海登陆作战

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4 月 15 日，
公安部交管局推出的“学法减分”新举
措在海南正式推行。

“学法减分”即针对持有驾驶证的
驾驶人因交通违法行为被记分，参加
交通安全学习并考试合格后予以减免
记分的措施。凡是符合条件的机动车
驾驶人，通过参加公安交管部门组织
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

学习并经考试合格的，可以申请减免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申请人
在“交管 12123”手机 APP 注册后，即
可参加“学法减分”网络学习和考试。

“交管 12123”用户注册地和驾驶
证核发地均在已开通地区的驾驶人，
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未满 12
分，不区分驾驶证准驾类型，也不区分
是否为营运车辆驾驶人，均可通过“交

管12123”手机APP申请“学法减分”。
记者了解到，减免记分是在机动车

驾驶人现有累计记分分值中扣减，不是
在处理交通违法时作不记分处理，更不
能通过学法减分预存分值，不能将“每
个记分周期可以减6分”理解为将记分
周期内的满分分值提高到了18分。

学习课程包括安全行车常识、交通
违法行为判断与案例分析等12方面的

内容。考试题型为判断题、单项选择
题、多项选择题，每次考试随机抽取20
题，每题答题时间为60秒，答错或未答
题目数达到3题以上考试不合格。

在学习、考试过程中弄虚作假、冒
名顶替的，驾驶人将被列入黑名单，三
年内不得通过互联网平台、自助机办
理交通管理业务；情节严重的，将追究
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最高可减6分

海南推行驾照“学法减分”新举措
申请人在“交管12123”APP注册后即可学习和考试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记者近日
从三亚12345热线办公室了解到，今
年1-3月，12345、12301两条热线共
受 理 群 众 诉 求 300399 件 ，办 结
299468 件，办结率 99.69%。受理的
诉求主要集中在城市管理类、社会
治理类、公共服务类三大类，公共服
务类主要为疫情防控、人才引进、新
落户政策等问题。

受国内第二次疫情防控持续收
紧、各省市倡导群众就地过年、新冠
疫苗全民接种等因素影响，今年1-3
月，三亚12345热线平台受理的相关
诉求量增多，共受理 161151 件咨询
类办件，占总受理量的 53.65%。热
线平台特设 5 号键作为疫情防控专
线，市民游客拨打5号键后不管是否
遇忙，都能收到最新疫情防控政策

查询链接。热线同时在微信公众号
增设“疫情防控政策”专栏，及时更
新相关信息便于群众查询。热线平
台还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快速
妥善处理由疫情引发的住宿业退订
问题，1-3月共为市民游客争取赔偿
金额 3319740.56 元。其中，1月 1日
至 2月 22日受理涉及疫情退订房办
件474件，通过前台和各职能部门协

调成功243件，共计金额2988076.52
元。

此外，三亚12345热线平台深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高度关注涉及
生态环境等事关百姓民生的问题，
通过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召开现
场协调会、走进职能部门沟通交流
等方式，理顺办件处理节点，促进相
关问题解决，提高处置效率。

本报讯（记者 余菁菁 杨洋）4
月 15 日 ，国际“白金五金锚”认证
仪式在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顺利
举办。在认证仪式上，作为三亚主
要的游艇码头，三亚半山半岛帆船
港凭借着专业的设施设备配套、优
质的服务团队水平和先进的管理
理念荣获国际“白金五金锚”认
证。这是继 2018 年帆船港第一次
评为“白金五金锚”码头，成为亚洲
第一家、全球第二家获得“白金五
金锚”的码头之后，再次获此殊荣。

据悉，金锚国际游艇码头评级
认证作为一个国际认证体系，是游
艇行业的衡量标杆。该认证系统
协助游艇码头的使用者选择适合
的码头，并为游艇码头提供一个以
客户为中心的检查机制，不断完善
客户服务。通过对客户服务、码头
环境以及第一印象进行调查，邀请
码头评估专家根据船主需求对游
艇会进行评审，根据结果制定出五
个等级评定，其中“白金五金锚”码
头为评定的最高级别。获得“白金
五金锚”码头认证，象征着帆船港

通过了国际码头评级上最高的审
核标准，再次荣登全球九家“白金
五金锚”精英码头之列。

在认证仪式上，嘉宾们共同启
动象征“白金五金锚”码头的荣誉
球，“白金五金锚”码头的荣誉牌匾
及旗帜也一同揭晓。活动还围绕

“放眼国际化、扬帆自贸港”开展了
行业主题分享，来宾各抒己见，集
思广益、共话发展。澳大利亚游艇
码 头 行 业 协 会 （MIA） 的
CEO —— Suzanne Davies 女士从
大洋彼岸发来了祝福。三亚海关、
三亚边防检查站、三亚海事局等职
能部门及游艇行业单位有关负责
人参加活动。

半山半岛帆船港港池面积 10
公顷，拥有 325 个全天候的泊位，
最大可停靠200尺的船只。这里曾
是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世界青年帆
船锦标赛、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及环
海南岛大帆船赛等国际帆船赛事
的举办港，以专业的赛事承办水平
和优美的码头环境向世界展示了
三亚的城市体育精神和自然风光。

关注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Sy

今年一季度

三亚12345热线为群众挽回损失330万元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通讯员 何
金莉）“感谢那么多好心人购买我家
的芒果。”4 月 15 日下午，居住在天
涯区高峰片区扎南村委会的果农邱
翠英给记者打来电话，表达其对南
岛居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 800
多名爱心人士的感激之情。

4 月 14 日“三月三”放假期间，
邱翠英向南岛居党群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反映，自家地里种的芒果因技
术原因导致个头不够大，收购商给
的价格不高，目前地里还有一千多
斤芒果卖不出去。考虑到附近的南

岛居人口比较多，她抱着试试看的
想法希望南岛居党群服务中心“党
群帮一帮平台”能帮忙发动辖区居
民购买。

扎南村距离南岛居约15公里路
程，邱翠英没有车辆运输，也没办法
实现邮寄……想到这，南岛居党群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立即发动其综合
服务微信群和线上集市微信群，同
时转发至其他微信群，广而告之。
一时间，南岛居不少党员群众纷纷
购买。

南岛居家禽养殖户黄飞在第一

时间获悉后，不仅答应义务帮助邱
翠英运芒果，还义务分发给辖区已
购买芒果的群众，他还联系了三亚
德航供销电商公司一同购买。最
终，在南岛居800多名党员群众和德
航供销电商公司的帮助购买下，邱
翠英地里剩下的近1400斤芒果全部
售空。

记者了解到，南岛居党群服务中
心根据南岛居党委的工作安排，自
今年创设“党群帮一帮平台”以来，
发动辖区党员干部不仅帮助群众找
回丢失的戒指、社保卡、手机，还帮

助群众售卖秋葵、青瓜、芒果等农产
品。

南岛居党委负责人表示，将根据
党史学习教育相关安排，把学习党
史同总结经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
效，持续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
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
益出发，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事、烦
心事。

天涯区党群合力解决群众烦心事

800多名爱心人士助农售果近1400斤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y

本报讯（记者 袁燕）最是一年
春好处，电竞旅游两不误。4月 15
日，记者从三亚市旅游推广局获
悉，三亚联合腾讯游戏、凯撒旅游
精心打造的起飞·新青年，三亚 X
《和平精英》两周年庆起飞狂欢节，
将于 5月 1日在网红打卡地——三
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举办。狂
欢活动将持续 3天，创设玩家电竞
赛、生日派对、和平之旅、起飞新青
年互动等十大事件，真实还原《和
平精英》游戏世界，惊险刺激与超
高颜值齐飞，与众多玩家在三亚集
结“吃鸡”。

《和平精英》集结玩
家入圈“吃鸡”

此次狂欢节还原《和平精英》
游戏中“光子鸡”“空投箱”“三级
头”等经典 IP 元素，为电竞与旅游
爱好者带来全新沉浸式体验。

进入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后，
玩家于官方服务平台报名“登陆出
生 岛 ”，即 可 领 取“ 冒 险 之 旅 地
图”。按图索骥，参与活动集章，

“和平精英”们的冒险之旅由此开
始。

“现场电竞赛”将有《和平精
英》超级战队空降现场，与玩家组
成超级军团，现场巅峰对决，大屏
实时直播，专业主播现场解说，现
场颁奖，时刻见证荣耀。《和平精
英》“水上训练场”设置有“载具”、

“靶场”等经典元素，玩家可进行实
景水枪大战，也可参与靶场练枪等
互动项目。

“和平之旅”展览馆聚合了《和
平精英》13个赛季的N多幕经典瞬
间，带领玩家尽情释放电竞热情。

“起飞·新青年”是为广大玩家
准备的压轴好戏，对应《和平精英》
经典场景——“跳伞”。玩家通过
打卡活动完成集章，即可体验“空
洞飞行”，畅快地逆风翱翔。

新青年奇趣互动区深
度融合“吃鸡”元素

“新青年玩家基地”将三亚旅
游文化与《和平精英》深度融合，全
新运用VR、真人盲盒、幻景拍照等
新奇手段，为旅拍爱好者海豹青
年、人文热衷者松鼠青年、酒店奢
享爱好者考拉青年、户外极限爱好
者鲨鱼青年、美食爱好者章鱼青年
五大青年物种打造海豹抢镜 P港、
考拉灵感M城、鲨鱼冲浪G港、松
鼠知识研究所、章鱼精英商店五大
奇趣互动区，将实现五大新青年与
海量玩家的跨圈联动。

激情派对打造潮秀、
潮玩、潮拍胜地

为庆祝《和平精英》两周年生
日，此次狂欢节中将惊现超大的三
亚X《和平精英》“生日蛋糕”，玩家
一起点亮蛋糕，为所爱欢呼喝彩。

找到海昌不夜城网红地标——
摩天轮，就进入了“激情派对”区
域。届时，《和平精英》“皮肤真人
秀”随处可见，潮秀、潮玩、潮拍，处
处洋溢着时尚气息。

舞会派对还将邀请瑞丽超高颜
值的专业模特团强势助阵，现场装
扮成《和平精英》游戏人物走秀，与
玩家互动。

除以上有颜又有料的体验活动
外，此次狂欢节还准备了缤纷好
礼。参与“空投大吉大礼”“空投街
区搜寻”等活动，或通过集章兑换，
就可召唤“心动大礼”。礼品包括
限量版《和平精英》周边产品、各类
IP纪念品和旅游资源大奖等。

文旅与游戏跨界融合，赛事与
福利缤纷交织，热爱与惊喜活力并
续。无论是游戏玩家，还是旅游达
人，相信都能在狂欢节里找到自己
的“五一”归属。

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
再获国际“白金五金锚”认证

三亚“五一”福利来袭

《和平精英》带玩家
鹿城“吃鸡”

4 月 15 日，胜利路绿化带上，多名工人在种花植草，美化环境。胜利
路部分路段绿化修复还在进行当中，生态环境有了大改观。目前，三亚
城市在绿中，处处都是美景。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把城市“嵌”入绿中

三亚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受理信电联系方式
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的部署和省委安
排，海南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
二驻点指导组对三亚市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工作开展驻点指导。

指导组进驻期间设立值班电
话：0898-31001101；

邮政信箱：三亚市 A044 号邮
政信箱；

电子邮箱：syzfdwjyzd@126.
com;

指导组受理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受理来信来电和电
子邮件的截止日期为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