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投票
固定电话用户，可

拨打16882221按语音
提示进行投票（资费 1
元/票，不含通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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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币投票
登陆“海币投

票”，通过海币投票系
统即可用支付宝为候
选班主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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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开展监测的27个城市（镇）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水质标
准，符合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质要求。由于地
质背景原因，个别水源地铁或锰含量偏高。同
时，在7月18日“威马逊”超强台风登陆后，对
27个城市（镇）和190个村镇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的水质安全状况开展了应急监测，有机物和
生物毒性监测结果表明，“威马逊”台风未对全
省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造成影响。（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不达标并不等于饮用水质
不达标；饮用水为经过自来水厂处理，经检验符
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后所提供的水）

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4年8月5日

7月份城市（镇）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郭景水 实习生李艳）记者今天获悉，由省教育厅相关部门指导、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举办的“2014海南我最喜爱的班主任推介活动”进入投票
阶段。目前，活动组委会在个人自荐、学校集体推荐的基础上，邀请教育界有关专家，已经从378名报名者中筛选出148名优秀班主任在南海网相关页面公示。读者可通过
以下四种渠道踊跃参加投票。在经过读者投票和专家初审之后，将根据个人资质、业绩成果、思想品德和投票人气指数，先推选出100名“2014海南我喜爱的班主任”名单，
在媒体上进行二次公示，然后再经过读者投票、专家终审，根据个人影响力、知名度、美誉度、业界贡献和投票人气指数，产生10名“我最喜爱的班主任”进入最终的决赛。

“2014海南我最喜爱的班主任推介活动”开始投票

请大家来选优秀班主任
本报营根8月5日电（记者洪宝光

特约记者黎大辉 通讯员朱德权）琼中开
展生源地助学贷款 5年来，已向该县
1904名困难大学生发放助学贷款共计
1669万元。这是记者今天从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获悉的。

据了解，琼中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14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续贷工
作已经正式启动，符合贷款条件的高校
学生可在8月22日前到县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办理续贷业务。

据介绍，续贷时登陆国家开发银行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线信息系统
提交申请，下载《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申请表》；出示续贷学生的身
份证原件和学生证或者共同借款人的身
份证原件，申请表无需加盖任何单位的
公章；现场办理前，续贷学生需要登录学
生在线服务系统提交本人续贷声明，并
且每年至少两次登录维护有关系统。

琼中生源地助学
贷款续贷工作启动

本报椰林8月5日电（记者程范淦 通讯员王
祚锐）陵水黎族自治县进一步实施人才强县战
略。记者今天从陵水县有关部门获悉，该县正式
出台引进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有关措施，其中，对
具有“突出贡献”的特殊人才最高可给予30万元
的安家补助费。

近日，陵水正式出台实施《陵水黎族自治县引进高
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据了
解，《规定》共分15条，除了明确引进人才在薪酬、住房、
配偶安置、子女入学等方面享有的优惠政策外，还进一
步提高了住房补贴的资助和奖励性奖金标准。《规定》
明确，陵水将重点引进优势产业和社会科学等方面急
需的高层次自主创新和学术技术带头人。

《规定》明确，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具有“突出贡
献”、“特贴”专家及“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可补助30万元；同时，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除
享受用人单位给予的经济待遇外，县政府按每人每
月1000元的标准发放为期五年的生活津贴，并享受
随迁落户、配偶就业、子女入学等优惠待遇。

陵水加大引进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最高可获30万元住房补贴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马珂）针对部分西非
国家日益严重的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国家卫计委近
日下发《埃博拉出血热防控方案》。今天，记者从省
卫计委获悉，我省卫生系统已经部署埃博拉出血热
防控工作。

省卫生计生委采取了以下防控措施：一是加强
信息发布，及时在省卫计委网站公布了《关于防止
非洲埃博拉病毒传入我国的公告》、《埃博拉出血热
防控方案》和埃博拉出血热相关知识问答；二是加
强组织部署，落实防范措施。要求海口、三亚等口
岸市县卫生局加强与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沟通和
联系，建立疫情信息沟通和会商机制；要求各市县
疾控中心加强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和疫情形势跟踪
和研判等；三是指定省人民医院和省农垦三亚医院
作为省级定点救治医院；四是加强部门沟通，落实
联防联控措施。

目前，我省没有发现埃博拉出血热病例。据
省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病潜伏期为2-21
天，一般为5-12天。尚未发现潜伏期有传染性，
接触传播是本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可以通过接
触病人和被感染动物的各种体液、分泌物、排泄物
及其污染物感染。

省卫计委
部署防控埃博拉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郭景水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李艳）今年，我省
共有10人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为飞行
学员，分别来自海南省农垦中学、海口市
第一中学、海口实验中学、澄迈中学、保
亭中学、东方市铁路中学、海南鲁迅中学
等七所高中学校。其中海口市第一中学3
人，澄迈中学2人，另外五所学校各一人，
其中保亭中学的温传智同学为黎族。10
人今天一起从海口乘机到校报到。

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主任司吉
勇大校介绍，海口市第一中学今年3名同
学被录取，居今年中南五省区省会城市中
学录取人数第一。自2009年空军在琼开
始招飞以来，在海南一共录取44人，其中
录取来自海口市第一中学的飞行学员达
到8人，是海南录取空军飞行学员最多的
学校。今年，海口市第一中学被空军招飞
局授予“空军百所招飞优质生源基地”。

省考试局局长王贤表示，全省各级
教育部门将会督促省内高中学校做好空
军招飞的校园宣传工作，日常做好“选
苗、育苗、保苗”工作。今天下午召开的
海南省2015年度空军招飞工作会议上
宣布：空军2015年在琼计划招飞15人。

10名飞行学员赴
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空军明年在琼计划招飞15人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李佳飞
实习生潘媚）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教育局
获悉，海口城区中小学新生网上登记今
天结束。截至8月5日下午5时30分，
网上登记报名总人数已超过2.8万人，
接下来，各片区学校将继续审核登记信
息，符合条件的，将由片区学校通知递
交纸质材料。

入学登记所需材料分为以下4种
类型——

海口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登记所需材料：①父、母及入学新生
的海口市常住居民户口簿；②出生证
（申请小学学位者提供）；③房产证（购
房协议或有关证件）或房管部门开具
的房屋租赁证（租赁证落款时间应为
2012年8月31日前）；④海口市小学生
综合素质发展报告书（申请初中学位
者提供）；⑤小学毕业证（申请初中学
位者提供）。

非海口市户籍人口子女申请借读
所需材料：①父、母及入学新生的户口

簿；②出生证（申请小学学位者提
供）；③房产证（购房协议或有关证件）
或区房管部门开具的房屋租赁证（落
款时间应为 2012 年 8 月 31 日前）；④
父母在海口市的暂住证或暂住登记证
明；⑤父、母在海口市工作的劳动合同
和劳动工资单或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等证明；参加海口市从业人
员各项社会保险（在海口灵活就业人
员参加从业人员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
两项社会保险）1 年以上的证明；⑥海
口市小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报告书（申
请初中学位者提供）。⑦小学毕业证
（申请初中学位者提供）。

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申请借读
所需材料：①父、母及入学新生的农
业户口簿；②出生证（申请小学学位
者提供）；③随父、母进城且户籍所
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④父母
在 海 口 市 的 暂 住 证 或 暂 住 登 记 证
明；⑤父母的房产证（购房协议或有
关证件）或区房管部门开具的房屋

租赁证和符合有关法规的双方房屋
租赁合同；⑥父、母在海口市工作的
劳动合同和劳动工资单或工商部门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等证明；参加
海口从业人员各项社会保险（在海
口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从业人员基本
养老和基本医疗两项社会保险）半
年以上的证明；⑦海口市小学生综
合素质发展报告书（申请初中学位
者提供）；⑧小学毕业证（申请初中
学位者提供）。

港、澳、台、海外华侨华人的适龄
儿童、少年及外国籍适龄儿童、少年申
请借读所需材料：①入学新生的身份
证（护照）；②入学新生父母的身份证
（护照）；③入学新生在临时居住地公
安派出所办理的《境外人员住宿登记
表》（合法居留签证）；④海口市公证部
门出具的、海口市居民承担非海口市
籍入学新生就读期间监护义务的公证
书；⑤具有海口市户籍的临时监护人
的书面申请；⑥临时监护人的房产证

（购房协议或有关证件）；租住房屋的
须提供海口市房管部门开具的房屋租
赁证和符合有关法规的双方房屋租赁
合同，所租赁房屋应为临时监护人的
唯一居住地；⑦海口市小学生综合素
质发展报告书、小学毕业证（申请初中
学位者提供）。

根据统一的招生方案，学生和家
长在网上登记申请后，各片区学校将
对登记的信息进行初步审核，符合条
件的将由片区学校负责通知学生家
长递交纸质材料，通知方式包括电
话、短信、张贴公告等。因此，海口市
教育局相关人士特别提醒：报名学生
家长应提前准备好相关材料，并密切
关注片区学校的公告，不符合在海口
市入学的新生网上登记材料将被退
回，建议到民办学校或回原籍就读。

8月8日——15日，片区学校将对
报名学生信息进行实地核查，公示名
单，确认符合条件的由学校发放入学通
知书，报海口市招生办备案。

2.8万中小学新生完成网上登记
递交纸质材料请关注片区学校通知

本报海口8月 5日讯（记者陈怡）
“网上销售南海深海冰鲜鱼，而且能够在
48小时内运达全国各地，这是以往没有
过的。”琼海时达渔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人卢传安兴奋地说。

近日，时达渔业与淘宝团购平台
聚划算进行合作，首次在网上销售南
海深海冰鲜鱼，反响非常好，3天热销
5.5吨。

今天，网友wgl19828在黑龙江大
庆收到了从三沙寄出的南海深海冰鲜
鱼，这是一条550克重的珍珠龙胆石斑
鱼。“我3日在聚划算上拍下石斑鱼，没
想到这么快就能从海南送达黑龙江，而
且保鲜效果这么好。”

为了试水网上销售南海深海冰鲜
鱼，时达渔业与合作单位组织了8艘渔
船，历经20天，全程1400海里搜捕，于
最南端的三沙群岛捕获了珍珠龙胆石斑
鱼、金鲳鱼、三沙红袍鱼等深海鱼。由于
深海鱼捕获数量有限，此次通过网络平
台聚划算推出的团购活动仅限于珍珠龙
胆石斑鱼、金鲳鱼两种，数量也仅提供
300份。

据了解，网上购南海深海冰鲜鱼
活动上线仅3天就热销了5.5吨，两种
深海鱼全部售罄，反响非常好。两种
网上销售的深海鱼销往浙江、上海、江
苏、广东、北京等十余个省市，最远卖
到了黑龙江。

南海深海冰鲜鱼
尝试网上销售
3天热销5.5吨

网络投票
登 录 南 海 网（www.

hinews.cn），进入“2014海
南寻找我最喜爱的班主任”专
题，在候选人中选择您支持的
班主任，点击“投票”即可。

1 2

短信投票
海南省内手机用户（移动、联通、电信）编辑

“您支持的班主任编号”发送到1062886622，
（每个手机号码每次只能发送一个候选对象编
号，资费：1元/条，不含通讯费），发送成功即可
收到成功参与的回复短信。

四种投票渠道

从中抽取一等奖（1名）颁发价值一万元奖品
二等奖（2名）颁发价值4999元奖品
三等奖（3名）颁发价值2000元奖品

投票有惊喜
每天抽取10位幸运奖得主
（共300名，每人获颁价值100元奖品）
在南海网相关页面公示活动结束前

从8月7日起

制图/张昕

票数换算方法：总投票数=网络投票数+（短信投票数+电话投票数+海币投票）×10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单憬岗
通讯员韩华丰）审批办事难的主要症结
之一是政府职能部门审批服务所需要
的申报材料繁多，针对这一问题海口市
大力精简行政审批申报材料，8月1日起
海口市政务中心服务对象需要提供申

报材料减少近4成。
在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很多企业、市民、服务对象普遍反
映：海口市办事难的主要症结之一，是
政府职能部门审批服务所需要的申报
材料繁多。法律法规规定的必须提供、
地方规章规定的需要提供、审批服务部
门规定的也要提供、甚至是审批人员临
时提出的还要提供。受理时，需要提供
申报材料少则四五份，多则10多份。受
理后，还要根据审批需要补这个材料，补
那个材料。因申报材料问题，企业、市民

等服务对象要多次奔波于政府各个部门
之间，来回于各级政府服务中心之间。

针对这一问题，《2014年海口市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计划》将精简申报材料
列为今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要举措之
一，提出了“申报材料原则上各部门平均
精减申报材料不低于30%”的工作目标。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从年
初开始，海口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严格按照“凡无法律、法
规、规章依据的材料一律取消；前一个审
批环节已经提交的材料，下一环节一律

不准再提交；已经进库的证、照、文一律
不准再提交；对审批没有起实质性作用
的材料一般不提交”的原则，组织全市
45个具有行政审批服务的职能部门，认
真全面清理梳理。经过自行精简、初核
精简、修改精简、核对精简等多个环节的
拉锯战后，全市市级45个具有行政审批
服务职能的部门，所有行政审批服务事
项受理时，原需要服务对象提供申报材
料5028份，精简需要提供申报材料3085
份，全市平均精简率为39%。

据市审改办统计资料表明，行政审

批服务事项较多，本次精简幅度较大的
部门有：市规划局精简59%、市政市容
委精简55.3%、市药监局精简49.7%、市
地税局精简48.5%、海口综合保税区精
简48.4%、市物价局精简48%、市国土资
源局精简46.9%、市海洋与渔业局精简
46.8%、市环保局精简46.7%。

市审改办提醒广大市民和企业，从
8月1日开始，企业、市民等服务对象办
事请按各部门在海口市政府门户网站
上所公布的精简后所需要的申报材料
提供。

深深化化改改革革
海南在行动

台风后“火”了这些行当
最近，在海口市街头经常看到一些户外广告安装的工作人员在高空作业，

一些汽车维修服务公司也是“车”满为患。据了解，受台风“威马逊”的影响，海
口街头很多户外广告被损坏，汽车受损也随处可见，台风过后，这些维修行业的
业务量骤然激增。

⬅ 8月5日上午，海口城西路一家陶瓷商场前，工作人员在维修户外广告招牌。
⬇ 8月5日上午，海口红城湖路一家汽车服务公司，工作人员在维修汽车。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口行政审批改革便民便企有新举措

审批申报材料“瘦身”近4成
本报那大8月5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李绍

远）儋州市城乡环境卫生整治敢于主动亮丑，日前对
综合整治考核不及格的5个单位点名批评，相关单
位负责人公开检讨并对此项工作予以整改。

记者今天从儋州市获悉，为巩固“全国卫生城
市”、“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创建成果，
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今年上半年，儋州市对城
乡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检查和考核，具体内容包括：那
大城区各单位大院、社区、住宅小区、农贸市场等环
境卫生整治情况；镇区（农林场、园区）街道清扫保
洁、垃圾清运、镇容镇貌管理等情况。

在综合检查和考核中，有5个单位不及格：
光村镇为59分，镇党委书记林程说，环境卫生

考核不及格，主要是我们没有齐抓共管，责任落实不
到位，要加大投入，对重点路段进行整改。

王五镇为58.5分，镇党委书记李昌本说，该镇
环卫队伍相对弱化、力量不足，下一步要招收保洁
员，加大环卫设施投入。

中和镇为56分，镇党书记谢伟说，不及格是因
为卫生意识淡薄,措施不到位，下一步把环境管理做
为第一要素。

侨植农场为51分，该农场党委书记、场长王世
荣说，我们虚心接受市委、市政府的通报批评，组织
人员再次整治，把环境卫生责任包干到个人和村庄。

木棠工业园区为50分，该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
室主任何维方说，我们目前没有领导班子，虽然有3
名保洁员，但已经4个月没有给她们发工资。他表
示，将积极想办法努力改进。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考核不及格

儋州五单位“一把手”
公开检讨

卫生整治

人才引进

疾病防控

海口
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