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
良子 通讯员李盛兰）海口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发布2016年9月中小
学开学季温馨出行提示，8月23日
起，海口市各中小学陆续开学报
名，交警将加强周边路段交通疏
导，同时温馨提示：

海口交警：

开学季
这些路段请绕行

海府路二十五小和省机

关幼儿园路段、海秀东路海口

九中路段、海秀中路海南侨中

路段、一中转盘

海口一中初中

部路段、解放西路海口九小路

段、大路街海南中学等路段届

时交通压力将会增大，请驾驶

人服从民警指挥有序通行。

请接送学生车辆单排

停放，尤其是寄宿学生接

送车辆停放时间较长，请

家长服从现场民警指挥有

序出入。

对于开学报名接

送车辆集中的路段，请驾驶

人注意绕行，合理规划出行

路线。

1

2

1111

3

■■■■■ ■■■■■ ■■■■■

海南新闻 2016年8月31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傅人意 美编：孙发强A04 综合

本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蔡
克洪 马良平）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部署，8月29日，省委巡视六
组向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反
馈了巡视情况。

省委巡视六组组长廖光普代表
巡视组反馈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省安监局党组认真贯彻十八大精神
和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严格执行
党的政治纪律，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
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巡视
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
些问题，主要是：一是党组履行主体
责任不到位。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不够重视，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现象；
对上级有关部署落实不力，缺少预防
腐败的制度性举措；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的主体责任不够有力。二是纪检
组落实监督责任不到位。聚焦主业
主责不够，对廉政风险管控不力；对
重点业务处室和重要岗位负责人监
管不到位，存在违法违纪隐患；监督
执纪问责不严，“一案双查”不到位。
三是机关党建工作薄弱，抓党建力量
不足，忽视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四
是基层党组织活动不正常，落实“三
会一课”制度和党费缴纳方面存在问
题。五是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工作
存在不足。干部选任不够严谨，少数
干部漏报、瞒报个人事项，个别干部

违规兼职取酬。六是对干部队伍作
风建设抓得不实，对安全生产监管不
严，行业管理中存在安全生产隐患和
廉政隐患。局领导到市县调研指导
工作较少，未认真履行业务指导职
责。七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不够到位，少数干部存在公车私
用、借考察公款旅游、虚设名目套取
公款滥发奖金和节日补贴、违规提高
薪酬标准等顶风违纪问题。个别领
导干部违规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
用。八是执行省政府决策部署不够
到位，对企业和中介机构监管不够有
力。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和不良反
映，已按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

巡视组提出了四点意见建议。

一是进一步强化“两个责任”的落
实。局党组要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
意识，强化党组的领导地位，切实担
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确保中央
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责任和巡视发现问题整改的落
实。二是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要
针对党建工作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
整改措施。结合“两学一做”活动，抓
好党员的教育管理，认真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的各项要求。三是加大机构
改革、调整、充实的力度。继续做好
转制、脱钩工作，彻底切断行政机关
与研究中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之间
的利益链条。四是切实改进机关作
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

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局领导
班子成员要以上率下，抓好机关作风
建设和队伍廉政建设，消除安全生产
隐患和廉政隐患。

省安监局党组书记郑柏安表示，省
安监局党组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充分
运用巡视成果，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彻底整改各类问题。一是坚持问题导
向，严格落实整改要求。二是坚持从严
治党，切实履行党组主体责任。三是充
分运用巡视成果，强力推进作风建设。
要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巡视成
果运用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提高安全
监管能力建设中，促进全省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好转，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

省委巡视六组向省安监局党组反馈巡视情况

本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胡
青 张小皇）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部署，8月27日，省委巡视二组向
省疾控中心党委反馈了巡视情况。

省委巡视二组组长林捷代表巡视
组反馈指出，总体上看，省疾控中心党
委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在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取得一定
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党委贯
彻中央决策部署存在差距，对市县疾控
工作指导监督不力，公共卫生监测体系
建设存在缺陷，基层短板较多。二是机
关党建机制不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牢
不实，党支部功能退化、地位虚化、作用

弱化，存在欠缴党费等问题；抓思想建
设缺乏紧迫性和针对性，队伍精神状态
欠佳，存在怕担责任的消极思想。三是
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两个责任”长期缺
位，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发挥不力，长期
以党政联席会议代替党委会；中心纪委
履职主动作为不够，定位不准、办法不
多、力度不够，监督执纪问责偏于宽松
软，对会议培训中的违纪问题重视不
够；管理缺失、纪律松散，上下班迟到早
退现象普遍。四是顶风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较为突出，多次违规发放
福利，班子成员办公用房屡改屡超，在
中心专项经费中列支接待费；资产资金

管理漏洞较多，培训会议支出监督缺
失、弄虚作假，设备采购管理和闲置浪
费问题突出，宣传印刷支出不规范，试
剂耗材管理制度不健全，委托项目资金
监管不严。五是选人用人不规范，提拔
干部程序不完善，存在“近亲繁殖”和违
规设置科室、聘用人员等问题。巡视发
现的问题线索和不良反映，已按规定转
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和有关方面处理。

巡视组提出了四点意见建议。一
要强化看齐意识和担当意识，切实发
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抓好中央和省
委决策部署的落实，提升全省疾病预
防控制能力建设，推动海南疾控事业

发展。二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以“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强机关基
层党建，深入剖析身边违纪违法案例，
加强党员日常教育管理，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抓好党费补缴整改。三要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委书记
要扛起第一责任人的担当，其他班子
成员要从严从实履行“一岗双责”，用
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格执行“六
项纪律”，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四
要规范选人用人程序，坚持五湖四海
选准用好干部，认真整改内设科室和
聘用人员等问题。

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廖志武表

示，巡视组反馈意见实事求是、一针
见血、发人深省，作为中心党委全面
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一定扛起巡视
整改的政治责任，勇担当抓落实，管
好班子、带好队伍；各班子成员和各
级党组织负责人要以知错就改的勇
气、勇于担当的精神、敢于碰硬的狠
劲，带头针对问题对号入座，带头落
实整改要求；中心党委将坚持问题导
向，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强
化跟踪问效，层层传导压力，层层落
实责任，规范权力运行机制，确保高
标准完成整改任务，推动我省疾控事
业改革发展。

省委巡视二组向省疾控中心党委反馈巡视情况

8月30日，海口五源河学校小学一年级新生高兴地领取新课本。目前，该校已竣工验收并交付
使用，今年小学一年级共招270人，初中一年级共招400人。 本报记者 张茂 实习生 吴英艳 摄海口五源河学校迎首批新生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8月 30日，海口市秀英区海瑞
学校，校长张新槐早早就赶到了学
校，和老师们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
们来校报到。在他身后，新建成的
一幢教学楼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地
板砖也光可鉴人，教室里摆着崭新
的课桌椅。

海瑞学校是海口教育“10+2”
项目之一。项目总投资约 2.48 亿
元，总建设面积约7.2万平方米，意
在通过改扩建10个学校，新建2所
民办学校，来增加更多学位，缓解紧
张压力。

学校在建 学位在增

“这幢教学楼建成之后，校舍面
积增加了4200平方米。”张新槐说，
海瑞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今年校舍扩建完成，学校也得以扩

招。今年共新招16个班，其中小学
一年级9个班，初中一年级7个班。

在琼山区，为缓解该区学位紧
张，琼山一小也新增了一幢教学
楼。临近开学，新教学楼里的桌椅
及教学设备全部到位。再过一天，
该校将迎来今年新招的900多名一
年级新生。

在秀英区，伴随着五源河学校
今年正式投入使用，670多名新生
入学，崭新的教学楼，宽敞的塑胶
操场，明亮整洁的体育馆，教室里
全新的多媒体教学设备，让前来
报到的家长们也啧啧称赞。家住
中弘·西岸首府的陈佳佳是海口
市公务员，今天特意请假带着孩
子到五源河学校“认门”，她感慨
到，“真是很不容易，为孩子能划
片上这所学校才换了房子，好在
海口的新学校教育环境没有让人
失望，很满意！”

“学校在建，学位在增，海口这

两年教育环境的改善变化可真大！”
很多今天陪着孩子到学校报到的家
长们这样表示。但在采访中记者也
发现，不少家长在认可海口教育设
施的同时，也存在着忧虑：生源越来
越多，学校吃得消吗？

非海口户籍学生占比增大

事实上，记者调查发现，伴随着
外来人口和非海口户籍学生的增
多，即使不断扩建、新建，海口的学
位压力依然非常大。琼山一小校长
朱奎雄坦言：“一小老校区占地面积
只有16亩，要容纳2800多名学生
上课。现在有了新校区，两校区在
校人数达6700多人，可还是太挤！”

为追求海口的优质教育，市县
学生在家长的“努力”下相继涌入海
口城区，“抢学位”“能不能上好学
校”“怎么才能上好学校”依然是家
长们最担忧的问题。

据统计，2014年，海口市义务
教育阶段进城务工随迁人员子女有
83685人，非海口户籍学生数约占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32.5%，
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占总数的
33.3%和38.95%。非本地户籍学生
的增加，给招生工作带来相当大的
压力，2015年和 2016年的报名人
数就超出计划4608人和5252人。

“虽然一直在新建、扩建，但学
生超出计划人数年年都在涨，改、扩
建速度事实上很难追赶上学生增加
的速度。”海口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
坦言。

“10+2”项目已有5个完工

截至目前，“10+2”已有5个项
目全部完工，正在施工的琼山九小、
海口市九中分校主体已完工，灵山
中心小学（初中部）二层主体二层正
在施工，海景中学正在进行土方开

挖和桩基处理。
“在加大新建和改扩建学校步

伐的同时，为缓减招生扩大后带来
的师资不足问题，海口市、区教育部
门也多措并举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2011年以来，海口连续6年招
聘了免费师范毕业生203名，并有意
识地将其倾斜补充到薄弱学校和农
村学校。同时组织有空余编制且紧
缺师资的学校开展自主招聘，如为
新建的海口市港湾小学在市内选调
了10名在编教师，满足学校规模扩
大后所需的师资力量。各区也每年
保持稳定的招聘节奏，比如今年龙
华区教育局就招聘了小学教师50
名，市教育局也面向全国公开招聘
学科教师110名。

“让每一个孩子都上好学，好上
学，这个目标常抓不变。”市教育局
负责人坚定地表示。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

海口中小学开学,不少学校新建扩建——

新学校被点赞 家长仍忧“学位少”

◀上接A01版
由拟落户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办证中心受理，并
当场填写《办理户口责任书》；符合条件但证明
材料不全的，拟落户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办证中
心应当向申请人予以说明，当场填写《办理户口
补充材料书》，注明应当补充的证明材料。

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本人
或者其监护人可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
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父母的非婚生育说
明，按照随父随母落户自愿的原则，向拟落户地
公安派出所或者办证中心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
记。申请随父落户的非婚生育无户口人员，《出
生医学证明》上未填写父亲信息的，需一并提供
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

在助产机构内出生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
者其监护人可凭新生儿母亲有效身份证原件向
该助产机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在助产机构
外出生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凭
新生儿母亲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具有资质的鉴定
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向拟落户地市县（市
辖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委托的机构申领《出生
医学证明》。无户口人员或者其监护人凭《出生
医学证明》、父亲（母亲）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
或者父母的非婚生育说明，向拟落户地公安派
出所或者办证中心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未办理收养登记的事实收养无户口人员，
当事人可向市县（市辖区）民政部门申请按照规
定办理收养登记，凭民政部门核发的《收养登记
证》、收养人的居民户口簿，向拟落户地公安派
出所或者办证中心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农村地区因婚嫁被注销原籍户口的人员，
经原户口注销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办证中心调查
核实未在其他地方落户的，本人或者其监护人
可在原户口注销地申请恢复常住户口登记。恢
复常住户口登记后，符合现居住地落户条件的，
可以办理户口迁移登记。

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有效期限造成
的无户口人员，本人可向签发地公安派出所或
者办证中心申请补领、换领户口迁移证件，凭补
领、换领的户口迁移证件办理户口迁移登记。
不符合迁入地现行户口迁移政策的大中专院校
毕业生，本人可凭超过有效期限的户口迁移证
或者经签发地公安派出所、办证中心核实户口
迁移证存根后，在原籍随父亲或者母亲恢复常
住户口登记。本人户口迁出时，户口未随父母
的，可凭迁出地户口登记机关补发的《户口迁移
证》到原籍父亲或者母亲的户口所在地公安派
出所、办证中心申请恢复常住户口登记。

我国公民与外国人、无国籍人在国内非婚
生育、未取得其他国家国籍的无户口人员，本人
或者其具有我国国籍的监护人可凭《出生医学
证明》、父母的非婚生育说明、我国公民一方的
居民户口簿，向拟落户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办证
中心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未办理《出生医
学证明》的，需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
亲子鉴定证明。

其他原因造成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承
担监护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可向拟落户地公安派
出所或者办证中心提交申请，经公安机关调查
核实后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8类“黑户”可申请上户口

◀上接A01版
加强了琼港琼澳多层次宽领域的务实合作，取
得了积极成果。

于迅向省政协港澳委员和旅港旅澳乡亲转
达了省委、省政府和省政协的亲切问候，对他们
多年来支持海南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作出的
不懈努力表示由衷的感谢。于迅介绍了我省今
年上半年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通报了省政协
上半年的工作完成情况、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和
安排，鼓励港澳委员和旅港旅澳乡亲抢抓机遇，
发挥自身优势，努力成为国家“一带一路”重大
发展战略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者。

于迅说，省政协港澳委员是业界的精英和
领军人物，许多委员在旅港旅澳社团担任负责
人，为香港和澳门特区的繁荣稳定，为琼港琼澳
的友好交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希望全体省
政协港澳委员积极参加省政协的各类调研活
动，走进基层，走进社区，撰写提案，建言献策，
积极参政议政，认真履行政协委员职责，同时发
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利用现有的交流平台和机
制，推动琼港琼澳的人文往来和经贸合作。

省政协港澳委员和旅港旅澳琼籍乡亲对代
表团的到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省委、省政府
的关怀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将尽其所能，为香港
和澳门的繁荣稳定，为海南与港澳地区的友好
往来、经贸合作奉献自己的力量。

省委、省政府和省政协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随团访问。 （鲍讯）

于迅结束对香港澳门
访问回到海口

本报那大8月30日电 （记者易宗平）近
日，儋州市推出农业保险机制，年内实施的农业
保险险种共有12个，将为农业系上“保险带”。
具体险种包括：种养业险种9个，分别为橡胶树
保险、水稻保险、能繁母猪保险、育肥猪保险、森
林保险、甘蔗风灾保险、香蕉风灾保险、大棚瓜
菜保险和烟叶保险；渔业险种2个，分别为渔船
保险和渔民海上人身意外伤害险；农房保险。

儋州为农业系上“保险带”
推出12个农业保险险种

关注巡视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