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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张 慧 膑）全市设
立统一的农药领域违法 行为举 报
电话和邮箱、举报符合线索的给予
奖励……近日，三亚印 发《三 亚 市
农药领域违法行为举报 奖励办 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严厉
查处违法生产、运输、储存、销售、
使用农药案件，进一步加强对农药
领域的监督管理，确保三亚农业生
产用药安全。

《办法》明确，公民、法 人及 其

他组织对本市行政区域内 涉嫌 违
反农药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行为进行举报，行政机关查证属
实并立案查处后，予以相应物质奖
励。

记者了解到，举报属实的，市农业
农村局应当按照下列标准确定奖励金
额：举报违法生产、运输、储存、销售
农药线索的，最高奖励人民币 50000
元；举报在农产品生产中违法使用国
家和海南省明令禁用农药的，最高奖

励人民币 10000 元；举报在农产品生
产中使用常规农药但不按照安全间隔
期采收农产品的，最高奖励人民币
3000 元；举报其它违法线索的，视举
报信息的重要程度奖励人民币 3000
元至 50000元。举报同一行为主体在
多个环节涉嫌违法的，按不超过 2 个
环节就高给予奖励。如上级文件规定
的标准高于前一款的，从其规定。奖
励金额的细化标准由市农业农村局会
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等部

门根据线索价值、涉案货值或金额、
法律责任、社会影响程度等因素制
定，个案奖励金额由市农业农村局行
政集体决策。

据悉，《办法》自 8月 5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 2025 年 8月 5日，将在全市
设立统一的农药领域违法行为举报电
话 和 邮 箱 。 群 众 可 通 过 电 话
（0898-88266290） 和 邮 箱
（synyj88272023@163.com）进 行 举
报。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目前，海
南省考试局公布了部分批次高考志愿
投档分数线，包括2022年海南省普通
高校招生录取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
志愿院校专业组投档分数线、本科提
前批体育类（含预科）平行志愿院校
专业组投档分数线、本科提前批普通

类梯度志愿院校专业组（第一志愿）
投档分数线、本科提前批普通类梯度
志愿院校专业组（须面试第一志愿）
投档分数线。

此外，省考试局还划定了2022年
海南师范大学小学乡村教师定向公培
生及地方优师专项计划第一志愿投档

分数线和2022年海南医学院农村订单
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人才培养计
划第一志愿投档分数线。具体分数线
可登录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查看。

根据海南高招工作安排，本科提
前批次录取已于 7 月 9 日正式开始，
预计在 7 月 18 日结束。本科普通批

次（含普通类、民族班和预科班）录取

将于 7 月 21 日开始。省考试局再次

提醒各位考生及时查看录取情况，以

免错过征集志愿填报时间。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自从在

晚上监督我们投递垃圾并讲解垃圾

分类知识后，越来越多的居民知道

了怎样分类，也熟悉了设备的投递

时间。”7月 12日晚 10时许，居住在

天涯区友谊路社区的居民王丽将分

类好的垃圾投放后对记者说。

近日，为进一步宣传垃圾分类，

提高广大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天

涯区垃圾分类推进小组（天涯区环
卫所下属机构）在友谊路社区的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位——太阳岛公

寓率先开展夜间值守工作，深入推

进垃圾分类制度，让垃圾分类、绿色

环保理念深入民心。

7月 8日至 7月 10日晚，天涯区

垃圾分类推进小组的 3名垃圾分类

督导员在太阳岛公寓点位落实垃圾

分类值守责任，督促居民严格对生

活垃圾进行分类投放，遵守垃圾分

类制度，充分履行“垃圾分类”职

责。

值守期间，垃圾分类督导员发

现，虽然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备外

放置了分类桶，但有的居民分类意

识薄弱，仍然混放投递生活垃圾。

“我们平时下班晚，下班后投放垃圾

的设备已经关闭了，找不到地方扔，

所以不清楚如何分类处理生活垃

圾。”居住在太阳岛公寓的一位居民

解释说。

记者了解到，太阳岛公寓的垃

圾分类投放设备正常开放时间是 7

时至11时、17时 30分至21时。

针对居民分类意识薄弱、垃圾

分类投放设备关闭等情况，天涯区

垃圾分类推进小组的垃圾分类督导

员快速出击，在 21 时后，仍然站

“桶”守岗，直至深夜零点。夜间值

守期间，当看到居民前来投递垃圾，

垃圾分类督导员便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进行耐心劝导，并及时向居民

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提高居民环保

意识，提升社区资源化、无害化、减

量化水平，共同“守”好垃圾分类，

“护”卫绿色文明家园。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垃圾分

类督导员的耐心引导，该点位的居

民分类意识大大提高，后半夜随意

投放的垃圾量由 3 桶减少到了 1

桶，做为开展夜间值守的示范点

位，太阳岛公寓夜班值守成效显

著。

“为保障人居环境的整洁有序，

居民的分类意识养成是必然和重要

的，要充分认识垃圾分类工作重要

意义，继续积极开展‘桶边宣传’‘桶

边指导’‘桶边教育’，加强垃圾分类

宣传教育工作，为三亚‘创文’作贡

献。”天涯区有关负责人称，天涯区

垃圾分类推进小组接下来还会持续

开展夜间站“桶”工作，深入落实垃

圾分类工作，提高居民绿色环保意

识，打造优美宜居的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通讯员 吴
晓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卫生大扫

除，集中整治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

卫生，严控施工工地扬尘……连日

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崖州分局（下
称崖州分局）全面开展市容乱象排

查整治工作，下大力气整治查处“十

乱”、扬尘污染、露天焚烧等违法违

规行为，为辖区居民营造干净整洁

有序的城市环境。

为全面提升市容市貌，崖州分

局确立了“执法队员、巡管队员、督

察队员”网格化管理模式，合理安排

执法人员按照片区巡查管控，严格

落实属地网格化管理，建立长效机

制，全时段保持管控力度。

此外，充分运用信息化设备、

12345 热线、三亚创文巩卫综合管

理平台、政府热线、网格通 APP 等

手段，对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重

点点位存在的各类问题开展拉网

式 排 查 ，通 过“ 一 日 一 督 查 一 通

报，一周一调度一排名”等督查机

制，解决各路段、各区域存在的堵

点、难点问题，实现常态化精细管

护。

以停车秩序整治与停车泊位规

划相结合的方式，严查严管各类车

辆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常态化

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居民正确投放

生活垃圾，全力消除垃圾乱扔现象；

着力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的小

广告，并及时查处乱贴乱画行为，从

源头治理城市“牛皮癣”……

围绕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卫生

等重点区域，崖州分局积极联合区

商金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崖州分

局等相关职能部门，扎实开展农贸

市场及周边环境卫生专项整治，结

合“日常巡查”“随机抽查”等措施，

针对市场及周边乱停乱放、占道经

营、出店经营、未落实“门前三包”等

行为重拳出击、严管严控，要求其立

即整改或限期整改，着力改善农贸

市场的环境卫生。

与此同时，严控建筑工地施工

扬尘，督促各施工单位按照要求做

好围挡、完善冲洗设施等扬尘防治

工作，加强场地卫生管理，严格禁止

工地污水乱排、施工车辆带泥上路

污染路面等行为，确保专项整治行

动取得实效。

据了解，今年以来，崖州分局共

处罚辖区内各类市容市貌和环境卫

生等问题 4255 宗，罚款 142350 元，

有效维护崖州区市容环境秩序。下

一步，崖州分局将持续聚焦“创文”
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重点区域，持续
加压、精准整治，通过集中整治与长
效管理相结合的方式，不断突破城
市管理短板和不足，以高压态势、

“绣花”之功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走深走实，着力打造宜居宜业
的幸福崖州。

本报讯（记者 黄珍）记者从海
棠区获悉，为缓解学生暑期“看护
难”问题，切实减轻家长负担，引导
帮助该区学生度过安全、快乐有意
义的假期，海棠区教育局推出儿童
暑期托管服务。

托管地点为海棠区第一小学、
进士小学、林旺小学，每个托管点
预设 4个班级，每班 40人。托管时

间为 7 月 18 日至 8 月 26 日的 8:
30-12:00、15:00-18:00（双 休 日
除外）。托管期间，海棠区教育部
门也将根据市、区疫情防控政策对
托管服务时间做合理调整。

在课程安排上，设置校内作
业、兴趣课堂、趣味运动、公益实
践、知识科普等。兴趣课堂包括舞
蹈、音乐、绘画、手工等艺术课，以

及篮球和户外趣味体育运动。知
识科普课堂将充分利用本地社会
教育资源，开展航空科技、传统文
化、安全普法、影视欣赏等。同时，
为四年级以上学生设计参与各类
公益活动。

据了解，此次托管为全日制托
管，报名成功的学生，每日按时到
（离）校，根据课表安排完成相应课

程学习，托管服务不含餐食。各托

管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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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意愿的学生家长可关注“海棠发布”

或“海棠区教育局”微信公众号，即

日起至7月15日接受线上报名。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见习记
者 陈超全）“每个人都要按照划线

停放车辆，不能随意停放，要共同

创造文明、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

环境……”7 月 13 日上午，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联合天涯区政府、市商

务局、马岭社区居委会等单位工作

人员，持续开展“创文”联合整治，

重点整治天涯农贸市场及周边环

境。

当天上午，执法人员在天涯农

贸市场及周边环境开展联合整治，

重点整治“门前三包”落实不到位、

“十乱”（乱扔乱吐、乱贴乱画、乱拉

乱挂、乱搭乱建、乱停乱放）问题、

食品“三小”和公卫“四小”不文明行

为和电动车飞线充电、垃圾分类不

到位、公共场所吸烟等突出问题。

此次共整改“门前三包”不到位商户

15家，查处辖区车辆违停行为9宗，
各罚款50元。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称，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开展城
市管理重点难点问题攻坚整治行动
的工作部署，按照“条块结合，部门
联动，严管重罚，源头治理”的要求，
持续集中力量整治城市管理中存在
的重点难点问题。

三亚共青学校开学首日，丰富多彩的兴趣课堂让孩子们欢声笑语不断。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Sy我为群众办实事

省考试局公布一批高考志愿投档分数线

海棠区推出暑期免费托管服务
7月15日前接受线上报名 多部门联合整治天涯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

“门前三包”不到位
15家商户被整改

三亚印发农药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试行）

举报违法生产销售农药等线索
最高奖励5万元

8月5日起施行

夜间站“桶”值守
做好垃圾分类

天涯区

综合整治练“内功”
城市环境增“颜值”崖州区

本报讯（记 者 黄 珍）7 月 13
日，由共青团三亚市委员会主办的
三亚共青学校（暑 期 公 益 托 管 学
校）在市第七小学开课，计划持续
至8月 26日。

据了解，共青团三亚市委借用
三亚市第七小学场地开办的三亚
共青学校，侧重于缓解城市双职工
家庭暑假期间小学生“看护难”问
题，采取纯公益、全免费的方式，
开设七个班级，目前托管 5—12岁
的幼儿和小学生共300余名。

当天一大早，市民闵松伟起个
大早，将 6岁半的大女儿送到学校
后，他长舒一口气。“大女儿刚幼
儿园毕业，希望通过参加三亚共青
学 校 ，让 她 更 好 地 融 入 小 学 生
活。”闵松伟说，去年三亚共青学
校开班时他就很关注，今年报上名
很开心。

“过去一到孩子放暑假，我和
妻子就头疼，放假没人带孩子，孩
子该去哪？”付先生说，暑假来临，
11 岁的女儿放假在家，他和妻子
还得照常上班。“不要给陌生人开
门”“不要总看电视”“不要碰危险
电器”……虽然每天反复叮嘱孩子
注意事项，但独自在家的女儿仍让
夫妻俩挂心。“现在我每天按时接
送孩子，白天也能安心上班了。”
付先生笑着说。

“高质量的暑期托管服务不是
简单地‘看娃’，更体现其趣味性，
在丰富有趣的活动中，为孩子们打
开探索世界的另一扇窗口。”团市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三亚共青学校
公益课堂以快乐教学为特点，涵盖
红色教育、科普知识、体育运动、文
化艺术、自护教育、益智游戏、手工
制作、研学游戏、趣味运动、互动时
光等10类特色课程，让学生们在生
动有趣的实践中快乐成长。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三亚共青
学校公益课堂，去年的收获很大，
印象最深的是参观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的南海文化博物馆，我对今年
的课程充满期待。”谈及公益课上
的感受，11 岁的李睿轩兴致勃勃，

“在这里我们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还有机会学习计算机编程，比起在
家里上网课，这样的假期精彩多
啦。”

目前，三亚共青学校共有固定
老师 68 名，包括团干部、志愿者、
社工和幼师等。“我们还借助三亚
海事局、吉阳区消防救援大队以及
红色教育基地等社会教育资源，让
学生们接触更多科技知识和社会
教育。”团市委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

此外，三亚共青学校还为每个
班级配备了专职负责安全管理的
老师，为每个学生和家长制作学
员证和接送证，通过实名签到，确
保学生接送安全；三亚市中医院
为学校开通“绿色通道”，确保第
一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医疗
支持。

三亚共青学校开课 破解暑期“带娃”难题

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游戏。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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