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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郭景
水）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省教育
厅正式印发的《关于做好2015年义务教
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海口、文
昌、琼海、屯昌、洋浦经济开发区，今年
要实现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原
则上每所小学全部生源由就近入学方
式确定；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
学。对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需
求强烈的地区，要推广热点小学、初中

多校划片，合理确定片区范围，缓解“学
区房”问题。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有关负责
人表示，各市县要全面落实我省义务
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总体部署，全
面实行小学划片就近入学、初中单校
划片或多校划片入学，加快实现就近
入学全覆盖。海口、文昌、琼海、屯
昌、洋浦经济开发区也要于今年年内
基本实现所有小学划片就近入学，并

逐年提高当地热点初中就近入学的
比例。

这位负责人表示，要鼓励和支持
社会监督，科学运用社会监督，努力提
高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公信
力。各市县（单位）教育行政部门要全
面应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
统功能，组织小学入学、小升初工作，
引导学生合理流动；要畅通举报渠道，
开通举报电话，设置网上举报方式；要

全面推行信息公开，将与划片情况、学
校信息、招生办法、招生过程、招生结
果有关的内容，以有效方式向社会公
布。对于实名举报的问题，要根据线
索认真查处，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向社
会公告。

据了解，我省在义务教育阶段入
学方面，进一步健全协作应急机制，各
市县（区）要建立上下级之间，与重点
工作地区之间，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之间专项工作直通网络，出现问题时，
第一时间通气、协商和处置，确保各个
工作环节无缝衔接，确保学生及时入
学升学。

这位负责人重申，各市县（单位）
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义务教育学校要认
真落实《海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
本标准（试行）》，严格控制班额，确保
小学每班不超过45人、初中每班不超
过50人。

我省出台义务教育招生入学规定

五市县区小学100%划片就近入学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 （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陈安宇）28日下午，海口市
海织小区比平时热闹了很多，小区住户
有的正排队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有的
在现场咨询相关政策。

据悉，这是海口首个落地的“招商改
造模式”棚改项目，这个无物业管理、无
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的“三无小区”，将
变身集居住、商业、酒店服务一体化，具
有现代建筑景观的高品质综合型社区。

海织小区位于海德路，建于上世纪

80年代，是一个无物业管理、无主管部
门、无人防物防的“三无小区”，小区内大
部分住户为下岗职工，因无维护管理经
费，小区环境脏、乱、差较严重，且内部基
础设施较落后，防灾减灾能力薄弱。

近10年来，海德路周边新的小区迅
速崛起，形成耀江花园、现代花园、昌茂花
园、澳洲园等现代化小区“珍珠链”，与旁
边脏乱破落的海织小区形成强烈反差。

此次，海口市、龙华区两级政府把海
织小区改造作为“招商改造模式”棚改项

目的第一块试验田，引进开发公司来实
施改造工作。

小区改造项目占地约40亩，涉及住户
494余户、2500多人、3.2万平方米危、旧
楼房。根据规划设计，拟投资7亿元将海
织小区打造成综合性居住小区，拟建设安
置居住用房3.89万平方米、商业居住用房
1.92万平方米、商业用房2.67万平方米、
酒店式公寓2.02万平方米。改造后海织
小区的居住品质全面提升，商业价值得到
充分体现，片区配套设施也将得以完善。

海口首个“招商改造模式”棚改项目进入签约环节

“三无小区”将变身“高富帅”社区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李佳飞）今天下
午，海口市政市容委新购置的3架应用型无人机
试飞成功正式启用，将对城市垃圾死角、建筑垃圾
乱倾倒、毁绿占绿、违法建筑、工地污染等问题进
行重点监控。

据悉，近年来，随着城市管理六大专项整治工
作的深入推进，海口市政市容管理方式已从最初
依靠“人海战术”，由市政、园林、环卫、城管各部门
人员自我巡查发现、自我处置、自我检查，到运用
信息系统实现多渠道发现、联动处置、全程监控；
从以地面巡查为主，到运用卫星影像识别新增违
建，正经历着由平面向立体、由单一向多维互动的
转变。

据介绍，无人机飞行高度可达300米，在配有
高清运动摄像头的情况下，可在空中对重点监控
区域进行定点监控、拍摄，可实现远距离无线实时
影像回传，可及时发现特定监控区域的脏乱差，使
管理不留死角。

海口市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将
从5月1日起，运用无人机对重点监控区域进行
航拍，完成南渡江入海口段、椰海大道、滨海大道、
长流片区、海口周边农村环境卫生的航拍。在此
期间，还将与海南大学联合，对市、区市政市容管
理部门选派的操作人员进行无人机基础知识和实
际操控培训，并建立起无人机应用的系列管理标
准，将先进技术普及到基层，运用科技手段，提高
市政市容问题的发现和处置效率。

海口无人机“驾到”
监管市政市容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何华

日前，由省妇联、省文体厅、省政
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省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联合主办的2015年
迎“三八”海南省家庭乒羽大赛在海
口落幕。

大赛创新载体，分别举办了乒
乓球家庭赛、羽毛球家庭赛和团体
赛等多个项目。值得一提的是，除
了设有名次奖、优秀组织奖、巾帼
风采奖外，大赛还设有文明家庭
奖、敬老奖、贤伉俪奖、好翁婿奖、
好婆媳奖等多个首创的家庭特色
奖项，为我省推动家风建设、促进
家庭和谐起到了推动作用。

近年来，省妇联借开展工作之
机进行了多次调研。调研中，他们
发现，文体活动是老百姓最喜闻乐
见、积极参与的活动之一。因此，省
妇联积极联合多个单位开展此项赛
事，以运动、健康的方式，寻找家庭
成员之间协作、拼搏和关爱的感人
瞬间，借此弘扬家庭文明新风，以优
秀家风引领和支撑良好的社会风
气。

令省妇联欣喜的是，此番动议
得到了我省广大家庭的热烈响
应。

据统计，乒羽大赛中的“家庭
赛”吸引了来自全省的 73 对夫妻
组合、30 对父母子女组合（含翁
婿、婆媳组合）的积极参与。他们
摩拳擦掌，希望通过家庭成员之间

的合作与竞赛，携手展现出海南家

庭和睦、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回想起与丈夫在场上配合、拼搏

的经历，梅彬的朗朗笑声透露出满满

幸福。她认为，在越来越多人向往健

康生活方式的今天，运动成了许多夫

妻、翁婿、婆媳、父母子女之间的共同

话题，“我和丈夫每周一、周四都会相

约到俱乐部打球，女儿受到我们的感

染，前不久也随教练开始学习，我们

一家谈起羽毛球总有说不完的话”。

“比赛中夫妻恩爱、父女并肩、

母慈子孝、家庭和睦的美好瞬间值

得每个参赛家庭铭记。通过比赛，

我们也发现‘最美家庭’其实就在

身边。”省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当

前，省妇联持续抓好家庭文明建设

工作，已经派出多个工作组奔赴三

亚、保亭、琼海等市县开展专题调

研，踏上了 2015 年海南“最美家
庭”的寻访之旅。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

省妇联创新载体促进家庭和睦

家庭赛赛出融融家风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李佳飞

郭景水）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目前，海
南中学、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一中、琼山中
学、海口实验中学、长流中学、琼山华侨中
学、灵山中学等多所高中学校今年秋季开始
招收特长生，报名自29日起陆续开始。

根据方案，今年秋季，海南中学初一
年级、高一年级分别招收30名、65名艺
术、体育特长生，5月10日—12日开始接
受报名；海南华侨中学拟招收50名文体

特长生，4月29日—5月5日报名，5月8
日测试，报名地点位于海秀中路海南华侨
中学行政楼5楼教导处；海口市一中拟招
生40名文体特长生，5月4日—5日报名，
5月8日测试，报名可往白水塘路海口市
一中高中部教务处；琼山中学拟招收50
名文体特长生，5月5日—6日报名，5月8
日测试，可前往新大洲大道琼山中学高中
部行政楼二楼202室报名；海口实验中学
拟招收30名文体特长生，5月4日—7日

报名，5月8日测试，需前往海府二横路海
口实验中学教务处报名；长流中学拟招收
23名文体特长生，4月29日—5月5日报
名，5月8日测试，需前往长流镇长流中学
教务处报名；琼山华侨中学拟招收25名
文体特长生，5月13日—15日报名，5月
16日测试，可前往凤翔东路琼山侨中教务
处报名；灵山中学拟招收20名文体特长
生，5月10日—15日报名，可前往灵山镇
灵山中学体卫艺处报名。

海口多所中学开始招特长生
29日起陆续接受报名

恒大庆五一 鉴证龙头企业实力

恒大庆五一 鉴证龙头企业实力
从第一季度市场反应来看，2015年楼市正进一

步回暖。前段时间，政府也提出要支持自住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与此同

时，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优胜劣汰不断深化。如何应

对市场、获得主动权，是每个房企不断探索努力的目

标。2015年4月16日早上八点，恒大打响房地产行

业变革性的第一枪：全面实行无理由退房。作为中国

地产人居典范，恒大给市场提供的信心保障，彰显了

其雄厚的品牌实力，展现出了恒大集团对自己产品的

信心，全面维护了广大购房者的消费权益，打消了购

房者的后顾之忧。

低首付，特惠多
正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很多购房者由于首

付难凑齐，从而放弃买房。民生地产，恒大集团本着

始终为老百姓服务的原则，于五一期间，在其旗下海

口楼盘——恒大·外滩——特推出五一特别优惠活

动。低首付抢好房，恒大外滩钜惠加推96—127㎡瞰

海美宅，首付仅3万起，另送1600元/㎡精装，另5月

1日至3日期间限时抢购，外滩全线产品特惠95折，

仅限3天，价格优惠力度前所未有。恒大地产在业界

做精装修10余年，被业内称为“精装修的专家”，在装

修空间实用度、材料优质、视觉美观、人性细节、使用

耐久、施工工艺等角度严格把关，尽量做到完美。

置业精品，独享最低价
除了具有高规格的内外部豪华配套，海口·恒大

外滩仅以高品质的居住环境就已经赢得近千业主的

信赖。其精心创造奢华空间，规划精细，格局大气，满

足层峰阶层对完美休憩空间的苛求。零遮挡景观视

野，拥揽海天一线，涵养品质生活时光，生活随心所

享。

面对五一小长假的到来，海口·恒大外滩项目为

了回馈新老客户，并让广大消费者享受到欢乐的小长

假，也享受到恒大带给广大消费者的美好生活，海口·

恒大外滩项目再次启动特惠模式，让广大消费者感受

到恒大最赋诚意的价格：五一期间，海口·恒大外滩项

目隆重推出精品独享价：精装两房起价9588起（仅限

6号楼偶数楼）！

快乐庆五一，迪士尼狂欢嘉年华
恒大外滩更在五一为其销售大酬宾策划了热

身活动。5月 1日至 3日迪尼士风情乐园为你而

来！届时来恒大外滩，与我们共享迪士尼乐园的欢

乐时光吧！现场活动以迪士尼风情为主线，包括童

话长廊合影留念、体感游戏、疯狂打地鼠、米奇拼

图拼拼乐、巡游互动、米奇蛋糕DIY、沙冰DIY和疯

狂幸运砸金蛋等多种游玩活动，带上你的家人来尽

情释放活力，尽情畅玩嘉年华活动带给你的欢乐。

相信这次活动不仅能够带给您假期的快乐，还能让

您对恒大外滩有更深的理解和体验。快乐过五一，

与恒大外滩一起玩转精彩，享受美好生活。

实力之强，恒大专属
海口·恒大外滩精心选址于龙华区渡海路珍稀地

段，傲踞龙华区核心辐射区。是恒大进驻海南又一扛

鼎力作。项目雄踞两大商业中心交汇处，北瞰海口新

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并配备豪华商圈。作为海口

少有的高端社区，为满足层峰阶层对生活的高品质追

求，社区设有超大商业区，豪华酒店，国际标准泳池运

动场和游乐园等。并配备游艇俱乐部、休闲中心、高

尔夫练习场高端休闲场所。目标精准定位成功人士，

满足所有人对高品质生活的一切需求。（李明）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张杰 通讯员叶
韦良）4月 29日，为继承和弘扬五四爱国精神，
强化机关青年了解省情、关心发展和深入基层、
服务基层意识，满足机关青年强素质促成长的
需求，省直机关工委、省人大机关联合举办纪念
五四青年干部“走基层、促交流、强素质、共成
才”主题活动。

当天，青年干部们参观了西环高速铁路和
海口海秀快速路项目建设工地，实地了解项目
规划、设计、施工进展等方面情况。青年干部纷
纷表示，通过实地调研和考察，进一步加深了对
我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实现城乡一
体化，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决策部署
的理解；加深了对海南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认识；激发了大
家立足本职、拼搏进取、勇挑重担、敢于担当，把
海南建设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的责任感、
使命感。

省直机关工委、省人大机关近60名青年干部
一起参加了主题活动。

青年干部走基层拓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