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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鲁能三亚湾美丽五区5#、6#地块太阳能供货及安装

工程施工招标
招标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东诺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周文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东豪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卢扩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腾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波
开标时间：2018年1月30日09：30时
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招标人

处（联 系 人：陈先生，电话：0898-88385527）进行质疑。
招标人：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三亚标诚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二0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关于海文高速K22+300-K24+300
路段路面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
为了推动我省高速公路养护转型发展和提质增效，为社会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安全的公路交通出行服务，根据有关要求，拟定于

2018年2月1日至10日对海文高速公路K22+300-K24+300路段

进行实验路段路面施工，届时会对施工车道进行管制封闭施工，不阻

断交通，车辆可按指示标志减速通行。

给大家出行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8年1月30日

海南省国兴中学总平面方案规划调整公示启事
海南省国兴中学位于海口市中心组团南部，属正在编制的《海口市南

部生态绿带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控规阶段性成果用地规划性质为中学
用地，容积率≤1.0，建筑密度≤25%、建筑高度≤20米。2011年批准的学
校修建性详细规划容积率≤0.8，建筑密度≤17%、绿地率≥48.5%。为了满
足教学发展需求，该校计划新建1栋综合教学楼、1栋活动楼和将1栋职工
宿舍楼改建为学生宿舍，申请在不改变批准修规容积率的前提下，调整修
规方案总平面图布局、将建筑密度由17%调整为19%、绿地率由48.5%调
整为45%，项目调整方案指标已组织专家论证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第五十条规定，为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
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1月31日至2月13
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
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
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
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
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月30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1HN0004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商铺进行公开招租：

序号

1
2
3
4
5

房产名称

海口市龙华路66号-1
海口市龙华路66号-2-3
东湖路5号101房
东湖路5号103房
城西路仓库（城西一横街）

招租面积
（m2）
10.14
170.25
24.94
25.93

3829.85

结构

钢混
钢混
混合
混合
混合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17040
251292
61056
63480
919164

保证金
（元）
5000
70000
16000
16000
230000

租期
（年）

3
3
3
3
3

公告期：2018年1月31日-2018年2月26日。对竞租人的基
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
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
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
65237542李女士，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
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10麦先生、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月31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1HN0010

受委托，按现状对文昌市清澜镇蜀蓉商业街以下房产分别进行
公开招租，详情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房产名称
(蜀蓉商业街)

A2
A8

C1-01
C1-02
C1-03
C1-04
C1-05
C1-06
C1-07
C1-08
C2-01
C2-02
C2-03
C2-04
C2-05
C2-06
C2-07
C2-08
D1

招租面积
（m2）
180.62
272.52
164.85
164.85
135.85
164.85
164.85
135.85
164.85
164.85
164.85
164.85
135.85
164.85
164.85
135.85
164.85
164.85
1328.03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54144
91572
23748
23748
19572
23748
23748
19572
23748
23748
23748
23748
19572
23748
23748
19572
23748
23748
111600

保证金
（万元）

1.5
2.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

公告期：2018年1月31日-2018年2月26日。对竞租人的基
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
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0898-
65237542李女士，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
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26林先生、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月31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1HN0009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以下房产分别进行
公开招租，详情如下：

序号

1

2

3

4

5

房产名称
(申亚大厦十二楼)

A房

B房

C房

D房

FG房

招租面积
（m2）

165.02

120.37

131.13

55.3

488.95

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金（元）

49512

26004

31476

13272

164292

保证金
（万元）

1.5

1

1

0.5

5

公告期：2018年1月31日-2018年2月26日。对竞租人的基
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
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
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李女士，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
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26林先生、0898-66558023
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月31日

中国中国““慧眼慧眼””正式开工正式开工

引力波引力波 极端宇宙之光极端宇宙之光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相里斌表示，
正式在轨交付进入长期运行管理阶
段，标志着“慧眼”卫星科学成果产出
新阶段的开始。“希望科学应用团队抓
紧时间开展科学数据分析研究，尽早
实现重大科学成果产出；进一步加强
国际合作、队伍建设、数据共享，实现
科学产出的最大化，推动我国天文学

前沿研究取得更多重大突破。”
“‘慧眼’具备完成预期科学任务

的能力，有望产生大量原创性科学成
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慧眼”卫
星总师潘腾信心满满。“人类历史上，
中国人曾经首次记录了极端宇宙现象
的光芒——1054年，北宋人首次记录
了超新星爆发。千年后的今天，‘慧

眼’及其后续者必将再现新时代“发现
极端宇宙”的辉煌。

在张双南看来，“慧眼”发射和开
工，标志着我国新时代“发现极端宇
宙”事业的新起航。“这是中国科技的
千年复兴。”张双南说，我们的梦想是
通过探索发现中子星和黑洞新现象
——详测发现中子星和黑洞新物理

——深巡发现宇宙演化中“丢失”的重
子物质和宇宙大爆炸起源机制三步
走，逐步实现对‘发现极端宇宙’国际
大科学计划的中国引领。”

“大国重器，观天慧眼，成果可期，
跨越发展。”国防科工局副局长吴艳华
用16个字道出国人对“慧眼”的期许。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慧眼”卫星工程是研究黑洞、中子
星等致密天体前沿问题的自主创新重
大空间科学项目，由国防科工局、财政
部批复立项研制，国家民用航天和中科
院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专项共同支持。

为什么要观测宇宙中的 X 射
线？在浩瀚的宇宙中，脉冲星、伽马射

线暴、超新星遗迹、黑洞等都会辐射出
X射线。如果接收到射线并加以分
析，就能勾画出这些天体的轮廓。但
由于X射线无法穿越地球大气层，科
学家只能在高空或者大气层以外观
测。也就是说，X射线望远镜能让人
们窥见黑洞的神秘一角。

1970年，美国发射了第一颗X射
线天文卫星，实现了X射线的巡天，
打开了人类观测宇宙的新窗口。我国
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工程于
2011年3月立项。

中国“慧眼”有何特点？基于我国
学者原创的探测方法，采用直接解调成

像方法，解决了低成本探测器高精度成
像问题，实现宽波段、大有效面积、高时
间分辨率的空间X射线观测。此外，

“慧眼”有效载荷种类全、规模大，探测
模式多，能段基本覆盖整个X射线谱
段，具有先进的暗弱变巡天能力、独特
的多波段快速光变观测能力。

交付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重大科
技任务局副局长于英杰宣读了“慧眼”
在轨测试“成绩单”：在轨测试期间，有
效载荷工作原理和科学应用系统得到
验证，取得初步科学成果。卫星在轨
运行稳定，状态良好，具备交付用户使
用的条件。

2017年6月15日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发射后，中国“慧眼”在轨
测试期间干了不少漂亮的“大活”：多
个天区的扫描成像观测和对特定天体
的定点观测；伽马射线暴监测等应用
测试。验证了卫星的各项功能和性
能，取得了银道面扫描监测、黑洞及中

子星双星观测、伽马射线暴、引力波电
磁对应体探测、太阳耀发、特殊空间环
境事件等初步科学成果。

2017年10月16日，双中子星并
合产生引力波联合观测成果全球发布
——人类第一次“看”宇宙深处的剧烈
爆发现象：两个中子星结合迸发出的

“雷鸣电闪”。“从此，人类‘耳聪目
明’。这项创造历史的全球空间和地
面望远镜大联测中，中国‘慧眼’对其
高能电磁辐射对应体进行了监测，确
定了伽马射线的流量上限。”“慧眼”卫
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所研究员张双南说。

记者从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获悉，1月30日，我国首颗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交付使用。“慧眼”正
式开工，意味着我国高能天文研究进入空间观测的新阶段，对提高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力具有重要意义。

补课费用直追住房按揭
——地方两会关注课外补习热

针对课外培训市场的乱象，部分地方已出手整顿。去
年下半年，上海市教育、工商等部门摸排发现，全市“无证无
照”的教育培训机构有1300余家，部分已进入关停阶段。
其后，上海又针对民办培训机构出台“一标准两办法”，明确
规定“严禁拔高教学要求、严禁加快教学进度、严禁增加教
学难度”，倡导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

近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也提出，2018年要出台
促进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的意见，探索建立“负
面清单”制度和联合监管机制。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教授李颖洁表示，现阶段对
课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主要是从事前许可、广告宣传等方面
加强规范，查处取缔无证无照非法办学的单位和个人，接下
来还应对培训机构的招生简章、开设课程、选用教材等实行
备案制，加强监管“这口气”不能松。

民革广东省委的提案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培训机构
是以文化咨询公司等名义注册的，地方政府要统筹协调工
商、文化、教育、人社等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合力监管。

针对孩子“减负”后多出来的时间和精力，专家认为，可
以设置活动课专职教师的岗位，在办学经费、师资等方面予
以倾斜。同时，加大校外活动机构，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建
设，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上海1月30日电）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课外补习？应该说，其存在是基于
巨大的市场需求。

“补课不是绝对的不好，关键是要去除盲目性和功利
性。补课有科学文化类的也有艺术类的，在孩子有兴趣的情
况下，可以基于全面发展的需要开展‘学有余力’的补课。”上
海市人大代表、大宁国际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徐晓唯表示。

民革广东省委在提案中指出，课外培训本来的定义是
“补习”，但现今培训机构早已经超越了“补习”的概念。“初
中学高中课程、小学读初中课程、学龄前认字过百”——这
样的超前教学，成为不少培训机构的常态。“超前教学通过‘提
前教、超纲教、变相押题’等手段，短期内快速提高学生成绩的
同时，违背了教育规律，也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安徽省人大代表、合肥师范附属小学校长张红认为，培
训机构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所开展的过度、过量的课外补
习，既加剧了学生对于课外负担重的“迷茫症”，也助长了家
长盲目择校的“焦虑症”。

代表委员们还认为，随着信息获取与交互越来越便利，
望子成龙的家长们通过育儿论坛、微信群等渠道，进一步放
大了群体焦虑。“部分培训机构借助自媒体夸大宣传，一些
户外大广告牌也不断占据家长眼球，形成视觉冲击，这些现
象值得有关部门重视。”徐晓唯说。

1月26日是上海市中小学生放寒假的日子，但很多学生发
现自己的假期并不轻松，几乎被培训班课程排满了：一三五奥
数，二四六英语……网络上流传的段子“上一秒母慈子孝、下一
秒鸡飞狗跳”，折射出了这种教育焦虑症。

所谓“学校减负、家长增负，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公办学校
减负、社会培训机构增负”，课外补习热正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覆盖面不断扩大。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北京、
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参加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占到在校生总
数的70％左右。民进上海市委的一份提案显示，通过对部分上
海中小学家长的问卷调查，发现有84％的孩子参加课外辅导班，
其中87％的孩子有数学辅导，69％的孩子有英语辅导……

“竞争”线不断下移。上海市人大代表吴坚说，为了上“名
校”，很多家长焦虑不堪，给孩子提前补习，补习的阶段从初中
升高中，降低到小学升初中甚至幼儿园升小学。补课费用逐渐
走高。“课外补习往往收费不菲，我身边的一些80后白领夫妻，
每月住房按揭还不到一万元，但孩子的补课费已经快赶上这个
水平，这大大加重了家庭负担。”吴坚说。

随着中小学陆续放寒假，各种课外培训班又火了起来，这一现象也成为地方两会关注的话题。
课外补习虽不是新现象，但日渐走高的补课费用，让很多家庭“不得不补”而又“苦不堪言”。应该如
何缓解家长的焦虑？怎样规范课外补习市场存在的乱象？代表委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记者胡浩）教育
部日前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这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首个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涵盖了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全部
92个本科专业类、587 个专业，涉及全国高校
56000多个专业点。

据介绍，这一国家标准明确了各专业类的内
涵、学科基础、人才培养方向等。对适用专业范
围、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质
量保障体系建设都做了明确要求，特别对师资队
伍数量和结构、教师学科专业背景和水平、教师教
学发展条件等提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要求。同
时，明确了各专业类的基本办学条件、基本信息资
源、教学经费投入等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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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市民在西安年货会上选购食品。
临近春节，不少西安市民来到在西安曲江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16届西安年货会上选购，并
体验独具特色的陕西年俗文化。 新华社发

备年货 赏年俗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记者罗争光）记者
30日从民政部公布的《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
法》中了解到，即日起，我国社会组织存在弄虚作假
办理变更登记、受到限期停止活动行政处罚等情形
的，将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一旦被列入名
单，将受到不向该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等惩戒。

办法规定，社会组织存在未按照规定时限和
要求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未按照
有关规定设立党组织、发现问题未按期完成整改、
受到警告或者不满5万元罚款处罚等7种情形
的，将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存在被列入活动异常
名录满2年、受到5万元以上罚款处罚、被司法机
关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8种情形的，将被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对信用良好的社会组
织，办法还规定了相应激励措施。

民政部：

社会组织被列入违法失信名单
将“无缘”政府购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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