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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记者从海
南省考试局获悉，2022年我省普通高
校招生专科批网上填报志愿工作已
于8月 1日结束。省考试局根据填报
志愿的考生人数、投档成绩以及本批
次的招生计划，划定了 2022 年海南
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科批录取最
低控制分数线。

其中，普通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为 250分；体育类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为文化成绩240分、专业成绩55
分；艺术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文
化成绩 175 分，其专业类别中的美术
类、声乐类、器乐类、舞蹈类、主持与
播 音 类 、书 法 类 等 专 业 成 绩 均 为
137.5分。

高职（专科）普通类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250分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为进一步
加大崖州区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全面
宣传推介崖州区招商环境和优势，近
日，“崖州招商”在“一鹿快办”支付宝
小程序正式上线，使崖州区对外招商
实现可视化和智慧化。

据了解，“崖州招商”是汇集崖州
区营商环境、惠企政策和助企纾困等
一站式招商服务的平台，主要包含三
个功能：一是招商热线电话弹窗（热
线号码：88840001），该热线提供话务
员 24 小时咨询服务，同时可联通崖
州区产业链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以 下 简 称 崖 州 区 产 业 链 办 公
室），全天候响应招商需求；二是崖州
区招商宣传展示，可帮助企业迅速了
解崖州区的产业发展概况、营商服务

环境和招商引资政策等信息；三是提
供便捷的需求反馈渠道，企业可在线
上填报投资需求清单，由崖州区产业
链办公室及时为企业答疑解惑、解读
政策。

崖州区商务和金融发展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企业利用此平台可以快
速、便捷地查询到崖州区各类招商资
源，足不出户就能获取到有价值的信
息，为企业来崖州投资打开一扇便利、
快捷、温情的大门，实现招商服务信息
化。下一步，“崖州招商”将以精准的
招商政策解读和政策匹配为重点，持
续完善业务功能，推动实现崖州区招
商资源全方位展示、查询和传播推广，
为更好引导和服务企业发展、打造更
优质的营商环境提供强劲动力。

“崖州招商”
在“一鹿快办”支付宝小程序上线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近日，在
“碳中和·零碳中国峰会——2022（第
五届）中国能源投资国际论坛”上，海
南科吉绿碳投资有限公司申报的蜈支
洲岛景区项目获评“零碳中国”十大
示范项目之一的“零碳景区”示范项
目，法电长丰（三亚）能源有限公司三
亚海棠湾集中供冷项目获评“零碳酒
店”示范项目。

近年来，随着游客数量的快速增
长，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呈快速增长的
趋势，三亚蜈支洲岛景区的低碳承载
能力面临挑战。景区积极响应国家、
海南省“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安排，
委托海南科吉绿碳投资有限公司研究
制定景区碳达峰碳中和解决方案，以

指导景区通过实施清洁能源替代等项
目，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及中和。

海南科吉绿碳投资有限公司通过
研究，提出景区零碳解决方案：景区
在 2040 年前完成 8MW 海上风力发
电项目建设，景区娱乐用船舶和载客
用船舶全部实现氢能源船舶替代，开
展森林、海洋碳汇，总计可实现二氧
化碳减排量21400吨，并于 2040年实
现碳中和目标。

据了解，三亚蜈支洲岛景区是国
内较早提出实现海岛旅游景区碳中和
解决方案的景区之一，其结合景区电
力、柴油用量高的特点，提出海上风
力发电项目建设方案和新能源船舶替
代方案，节约了用能成本，减少了对

海洋的污染能耗。
法电长丰（三亚）能源有限公司三

亚海棠湾集中供冷项目在三亚打造第
四代区域能源系统，利用包括天然气
三联供技术、冰蓄冷技术、多级压缩超
高效制冷机组等多种技术融合的综合
生产站，通过大型集约化的机组和更
高效的备用容量管理方案，为海棠湾
区域内酒店及大型建筑群提供空调冷
冻水，助力区域内“零碳酒店”建设。
项目达产后，每年将节省等价值标准
煤 2.8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7.6
万吨，是助力推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可复制、可推广的“零碳”示范项目。

据介绍，项目采用自行研发的综
合运行控制调节系统，打造了“Sanya

Twin”三亚供冷自控系统，同时法电
中国区研发中心利用自有的“Clev-
ery”自控操作技术对三亚项目进行了
策略优化。项目目前已拥有 15 个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

据悉，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
业委员会于2021年开展“零碳”技术
解决方案及典型案例征集工作。本次
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共征集 87 个能源
投资领域项目案例，经过专委会专家
组成员多轮评审，最终评选出10个不
同领域的“零碳”示范项目。

下一步，市生态环境局、发改委等
部门将通过零碳示范项目引领，继续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推进三亚市碳达峰碳
中和各项工作，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三亚两个项目
获评“零碳中国”十大示范项目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8月1日上
午，天涯区机场路社区居民周美莉一
家来到所在社区居委会，将一面写有

“真心为民办实事 排忧解难似亲人”的
锦旗送到该社区负责人手中，感谢社
区及时帮助她家加固修缮老旧房屋，
解决了她家多年以来的生活烦心事。

今年第3号台风“暹芭”期间，机
场路社区负责人带队排查辖区安全
问题，发现周美莉家房屋的瓦房顶和
铁皮外墙面爆裂，漏水严重，影响了
周美莉一家的正常生活，且存在较大
的住房安全隐患。

针对居民住房安全存在隐患的

问题，社区负责人立即将周美莉一家
转移到社区庇护所暂时居住。同时，
由社区牵头邀请天涯区住建局相关
人员到现场进行实地指导，安排重新
加固修缮屋顶和墙面，并刷新瓦房，
使房屋面貌焕然一新。至此，周美莉
一家多年以来的房屋漏水问题终于

得到解决。
天涯区机场路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梁海银表示，将继续履行职
责和使命，更加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
心，倾听民声、了解民意，一如既往地
为辖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创建一
个温馨、和谐的社区环境。

天涯区机场路社区

帮助修缮老旧房屋 居民感激送来锦旗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近日，天
涯区司法局成功调解了一起因谎报
工程量引起的赔偿纠纷，得到了双方
当事人的称赞。

记者了解到，来自外省的务工人
员陈某恒近期在天涯区辖区内的一
处建设项目开工前，根据该建设项目
包工头陈某胜所说的工程量交付房
租费，并预先购置工具。开工后，陈
某恒发现陈某胜谎报工程量，便要求

其赔付多余的房租费和务工费，双方
因赔付金额产生分歧。为解决问题，
陈某恒向天涯区司法局申请调解。

接到调解申请后，天涯区司法局
调解员首先对整个工程建设及相关情
况进行全面了解，与双方当事人、工程
单位负责人取得联系，初步摸清诉求，
随后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面谈。

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各执一
词，就工程量核定与赔偿数额产生分

歧，调解工作刚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眼看矛盾冲突扩大，调解员果断暂停
调解，采取“背靠背”方式与双方进行
沟通，帮助两人找出纠纷的责任所
在，理清其中各环细节，劝说各方换
位思考，合理协商解决事情。

在调解员法理情相结合的疏导
下，双方当事人最终同意调解员提出
的方案，由陈某胜向陈某恒赔付房租
与劳工费共 9100 元，并承诺于 8 月

25 日前履行完毕。至此，一起经济
赔偿纠纷得以化解。

今年以来，天涯区司法局在“能
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展“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中，用实际行动
践行司法为民、主动作为，并充分发
挥人民调解的优势，持续用和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化解基层矛盾纠
纷，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和谐生活尽心
竭力。

谎报工程量引纠纷 调解员“背靠背”化解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近日，全
国首款四价儿童流感疫苗在三亚开
始接种。这款四价儿童流感疫苗是
目前全国首款上市用于 3 岁以下婴
幼儿使用的四价儿童流感疫苗。

记者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三亚
市妇女儿童医院了解到，该医院已经
开始四价儿童流感疫苗的接种工
作，接种时间是周一至周五8时至 11
时 30 分，15 时至 17 时 30 分，价格是
188元/针。

“流感通过呼吸道及接触即可传
播，全人群普遍易感，特别是在校学
生、婴幼儿、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
流感对中枢神经、心血管、呼吸及泌
尿四大系统都可能产生严重并发症，
使得肺炎、急性心梗、脑卒中、肾脏并
发症等高致死疾病的发病率呈几倍

地增加。”医生建议尽早接种流感疫
苗，以更好地应对秋冬不确定的流感
形势，最大程度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四价儿童流感疫苗是全国首个
用于 6-35 月龄儿童的流感疫苗，将
四价流感疫苗使用年龄扩充至 3 岁
以下儿童，完善 3岁以下流感疫苗预
防分型，意味着 3岁以下儿童预防流
感拥有更优化的选择。目前，海口、
三亚、儋州、琼海等 11个市县可以接
种四价儿童流感疫苗，未来在全省各
疫苗接种点都可以接种。

据了解，此前 3 岁以下儿童仅有
三价流感疫苗，3岁以上人群可选择
三价和四价流感疫苗。四价流感疫
苗除了包含三价流感疫苗的甲型
H1N1、H3N2 和乙型(BV)系病毒外，
还多出一种乙型(BY)系流感病毒。

国内首款四价儿童流感疫苗
在三亚开始接种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近日，三
亚市崖州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2022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第 1 期培训
班开班，培训以学员需求为导向，通
过“理论+实操+实训”的培训模式，
向农民传授农业新技术、新知识，进
一步提高农民素质，大力培育一批有
文化、懂技术的高素质农民队伍，有
力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培训邀请理论实践经验丰富的
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围绕理论教学、
实践指导、导师跟踪服务、专题讨论、
总结交流等方面展开，授课教师结合
自身体会及多年从业经验，以培训新
型职业农民素养、产业所需的专业技
术知识和实用技能等方面为重点，为
学员生动讲解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与
标准化生产、豇豆栽培技术、芒果栽
培技术、豇豆种植技术实操等内容，
通过理论模块教学与专业实践应用

丰富学员知识储备、提升学员专业技
能。此外，全体学员还前往产业园展
厅等地参观学习，进一步了解区域农
业现状和现代农业发展方向。

培训采取“考勤+笔试+问答+实
操”相结合的方式对学员进行考核，
对考试合格的学员颁发培训合格结
业证书，并开展培训后跟踪回访、推
荐上岗就业，提升实际效果。

崖州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后将围绕国家级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创建、崖州区农业产业结构及
特色农业发展，分期举办高素质农民
培训班，构建高素质农民队伍，着力
推进集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
持、推送上岗为一体的高素质农民培
育体系建设，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建设、南繁硅谷建设、农业农
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
支撑。

崖州区开展专题培训

培育高素质农民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三亚河边
美丽夕阳

8 月 1 日傍晚，
夕 阳 余 晖 美 不 胜
收。落日映照下的
三亚河波光粼粼。

本报记者孙清摄

Sy我为群众办实事

Sy关注高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