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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部署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

今年将推进小学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本报海口 4 月 26 日讯 （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省教育厅今天
发布通知，对我省 2018 年普通中小学
招生入学工作作出部署。根据通知，
今年各市县（单位）要在巩固免试就近
入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按照
“学校划
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目标，推进
小学、初中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通知要求，在小学及初中学校的
招生工作中，各市县（单位）要积极推
动形成更加公平完善的就近入学规
则，特别是实行学区制管理的地方要合
理划分学区范围，将热点小学、初中分
散至每个学区，
确保各学区之间优质教

育资源大致均衡。各学校要按照随机
派位方式，
对新入学的义务教育学生均
衡编班、
阳光分班，
不得设重点班。
在高中学校的招生工作中，
各市县
（单位）要合理确定普通高中招生总体规
模，
根据各校办学条件、
核定的办学规模
确定每所普通高中学校具体招生计划并
严格执行。进一步完善优质普通高中
招生指标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政
策，
确保分配比例
“省一级学校”
不低于
50%、其他市县重点中学不低于 45%，
并适当向薄弱初中、
农村初中倾斜。
除省教育厅直属中学、有关高校
附属中学、海南华侨中学（部分指标）、

西南大学三亚中学（部分指标）、经省
教育厅批准的普通高中学校实验班和
民办普通高中学校面向全省招生外，
其余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只在本市县
（单位）范围内招生。坚决制止违规跨
区域争抢生源、
“掐尖”
招生行为。
通知还要求，各市县（单位）要做
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入学保障工
作，为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
立中小学教育的全程特惠性资助体系
和“一对一”或“一对多”成长关爱体
系，确保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
难而失学”；要做好随迁子女和农村留
守儿童入学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应

入尽入，不得随意提高入学门槛；要做
好残疾儿童入学工作，保障适龄残疾
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确保
到 2020 年，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
学率达到 95%以上；要落实各项教育
优待政策，对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
役军人子女等，按照有关规定细化入
学操作程序，落实教育优待政策。
根据通知，各市县（单位）将逐步
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小学及初中不
招收特长生的学校不再新设特长生招
生方式，已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招收
艺术、体育特长生的初中学校要将特
长生招生比例控制在学校招生人数的

5%以内，直至 2020 年前取消特长生
招生。普通高中学校可根据办学定位
和办学特色招收具有体育、艺术等学
科特长的学生，自主招生名额控制在
学校总招生计划的 6%以内。
省教育厅强调，各市县要按照
“属
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完善监督机制和违规违纪举报及申诉
受理机制，
依法依纪查处招生入学工作
中的违纪事件。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
“十项严禁”
纪律，
对于在招生工作中不
履行职责、
违规违纪造成不良影响或严
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
依法依规严肃追
究相关单位领导和责任人责任。

确保“五一”火灾形势稳定

本报海口 4 月 26 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坚）
“五一”小长假即将来
临，为确保节日期间火灾形势稳定，今
天上午，省消防总队召开视频调度会，
部署开展节前消防安全检查。
此次检查 ，主 要以旅游景区、交
通枢纽、商场市场、宾馆饭店、娱乐场
所以及高层地下、易燃易爆、石油化
工等场所和部位为重点。针对检查
发现的火灾隐患，消防部门将严格执
法，坚决督促整改，对不具备消防安
全条件、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采取
果断措施，做到该关的关，该停的停。
当前正值春夏交替之际，天气多
变，风干物燥，是火灾的高发期。省消
防总队发布 8 条安全提示，提醒广大
群众注意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共度平
安欢乐的
“五一”
假期。

2

外出前，请记得关闭燃气、煤气、
电器开关，清理室内阳台、楼道可
燃物。

3

不携带汽油、酒精、油漆等易燃易
爆危险品乘坐车船等交通工具；
驾
车出游前要检查车辆电路、油路，
查看车载灭火器是否过期失效。

4

到公共场所活动注意消防安全。
要留意安全出口位置，熟悉逃生
方向和路线，遇到火情，从最近安
全出口迅速逃生。

5

在景区游玩时，请不要动用明火，
不乱扔烟头，不生火野炊。

6

家中留有老人或小孩的，
要提醒老人
不要卧床吸烟，
教育小孩不要玩火，
并教他们遇到险情，
如何正确报警。

7

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
疏散通道及消防通道。

8

遇有火情，请及时拨打 119 报警，
并迅速有序逃生，不贪恋财物、不
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

耕地质量如何
手机上可查询

4 月 26 日，澄迈县瑞溪镇罗浮村农民在田间接受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专家培训，学习如何使用手机 APP 登陆海南耕地质
量改良信息共享平台，
查询自家农田土壤相关信息。
据了解，由热科院科技信息研究所承担的“海南耕地质量改良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和服务”专项课题，构建了海南省大田洋
耕地质量数据库和示范田洋耕地质量动态数据库，已开通耕地质量改良信息共享平台 PC 版和 APP 客户端。目前，该共享平
台已在文昌、澄迈、儋州等市县推广应用，
用户访问达 5000 多次。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我省酒店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签订

3类地区划定3档行业最低工资标准
酒店餐饮行业
最低工资标准
分别为
本报海口 4 月 26 日讯 （记者杨
艺华）
“2018-2019 年全省酒店餐饮
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今天在海口
签订。该合同按照不同地区、工种，
在我省最低工资标准基础上，约定行
业最低工资标准，覆盖全省 19 个市
县近 3.78 万家酒店餐饮企业，惠及行
业内 40 多万名职工。
据了解，酒店餐饮行业员工流动
性大，我省酒店餐饮行业在开展工资
集体协商之前，员工流失率一般在
15%左右，淡季时缺工 10%-15%，旺
季时则达到 15%-30%，开展工资集

一类地区（海口、三亚）

二类地区（琼海、儋州）

三类地区（文昌、五指山等市县）

1898 元

1808 元

1665 元

体协商之后，促进了企业用工规范有
序，员工流失率稳定在 8%左右。
合同签订仪式上，省酒店与餐饮
工会联合会代表职工方分别与企业
方代表单位在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书
上签字。今年，我省酒店餐饮行业最
低工资标准分别为：一类地区（海口、
三 亚）1898 元 ；二 类 地 区（琼 海、儋
州）1808 元；三类地区（文昌、五指山
等市县）1665 元。此次签订的工资
集体专项合同约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在我省最低工资标准基础上，按地区
类别分别增长 33%、36%、30%。同

关注

时，合同还规定了酒店餐饮企业十大
工种岗位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不能
低于该标准支付职工工资。
据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
主席陈恒介绍，今年我省酒店餐饮行
业工资集体协商，
是按三类地区、三个
档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将以往工
资集体协商合同时效从一年延长为两
年，
以巩固工资集体协商成效。
从 2011 年至今，我省酒店餐饮
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共签订过 5 次协
议，从 2011 年覆盖 3494 家酒店餐饮
企业、惠及行业内 16.5 万名职工，到

2016 年覆盖 8650 家酒店餐饮企业、
惠及行业内 30 余万名职工，工资集
体协商工作的不断推进，有效推动了
我省酒店餐饮业的健康发展。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王全表示，
推行工资集体协商，有利于推动我
省酒店与餐饮企业形成公正合理的
分配机制，建立适应海南新一轮改革
开放要求的我省酒店餐饮企业工资
分配共决机制和调整机制，依法保障
职工参与工资分配和获得合理劳动
报酬的权益，实现劳动关系多方互利
共赢。

环岛全民健跑

“奔跑海南”琼海站互动体验活动丰富多彩
文昌站健跑活动今日开始报名

本报嘉积 4 月 26 日电 （记者丁
平）记者从“奔跑海南”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30 周年环岛健跑活动主办方
获悉，琼海站健跑活动报名时间已经
结束，数千名选手将于 4 月 28 日 8 时
从琼海市万泉河广场开跑。

琼 海 站 健 跑 活 动 ：丰
厚礼品等你来拿
这次琼海站健跑活动，设置了丰
富多彩的互动体验活动。所有人凭
当天的《南国都市报》，可在“奔跑海

南”环岛健跑活动琼海站活动现场免
费享受测量血压、血糖等服务；凭当
天的《南国都市报》，可在“奔跑海南”
环岛健跑活动琼海站活动现场领取
礼品一份（共 2000 份）；凭当天的《南
国都市报》，可在“奔跑海南”环岛健
跑活动琼海站活动现场领取一心堂
药业 50 元抵用券一张。
参加“奔跑海南”环岛健跑活动
琼海站亲子组的参赛选手，完赛后可
凭参赛号码牌领取文具一套 （共 30
套）。
活动现场还设有奖问答、小游戏

扫二维码关
注“奔跑海南”，
回复“奔跑海南”
报名参与文昌站
健跑活动。

■■■■■

本报海口 4 月 26 日讯 （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
任笑冬）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国内成品油
调价信息，自 2018 年 4 月 26 日 24 时起，我省汽、
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分别提高 255 元和 245
元。调整后，我省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89 号汽
油 7.61 元/升 ，92 号 汽 油 8.24 元/升 ，95 号 汽 油
8.75 元/升 ，0 号 柴 油 6.84 元/升 ，分 别 上 调 0.18
元/升、0.20 元/升、0.22 元/升、0.21 元/升。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压
缩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为 5.25 元/立方米（等值换
算为 7.30 元/公斤），上调 0.15 元/立方米（等值换
算为 0.21 元/公斤）。

省地质系统启动
3年创建文明单位大行动

屯昌农博会
将于5月18日举行

制图 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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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号汽油上调0.2元/升

本报海口 4 月 26 日讯 （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黎大辉）记者今天从省地质局了解到，该局日前召
开全局创建文明单位动员大会，启动全局创建文
明单位大行动，
计划用 3 年时间开展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
争取在 2020 年前后实现创建文明单位目标。
据悉，
省地质局局属院队、
企业共有18家单位，
在职职工 1200 余人。此次参与创建文明单位大行
动的，
主要是省地质局机关及局属 17 家单位，
此前
已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的该局属省地质调查院作为
整体巩固提升单位参与，
实现地质系统全覆盖。
按照《省地质局创建文明单位工作实施方
案》，该局将用 3 年时间，举全局之力，通过综合管
理公共场所、加强规范化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功能
等具体措施，同时通过开设“道德讲堂”、评选“最
美地质人”、评选“五星办公室”等系列活动，提升
整体文明程度，
以达到文明单位创建目标要求，
全
面提升地质系统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省消防总队发布
8条消防安全提示

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
患。严禁违章用油、
用电、
用气，
严
禁在施工现场违章使用明火作业。

我省今日起
上调成品油价格

文昌站
比赛线路

环节。主持人与现场观众互动，观众
答对问题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共
10 份）。
在亲子趣味小游戏（袋鼠跳跳向
前冲）环节，2 组家庭进行 PK，组员站
在舞台一侧，比赛开始后组员钻入麻
袋中，快速地跳向对面，并返回起跑
线将麻袋传递给下一位组员，以速度
决定胜负，获胜家庭将获得大礼包，
落败家庭也会有参与奖。
礼品先到先得，发完为止。本次
活动礼品由海南鸿翔一心堂药业连
锁有限公司全程赞助支持。

文昌站健跑活动：5月
13日“接力”开启
琼海站健跑活动结束后，文昌站
健跑活动将于 5 月 13 日上午 7 时 50
分从文昌市文府北路出发。目前报
名通道已开启，报名截止日期为 5 月
10 日，
市民可免费报名参与。
据了解，
文昌站报名时间从今天至
5月10日18时，
参赛者需关注
“奔跑海
南”
项目微信公众号，
回复
“奔跑海南”
点击报名链接进行报名，
或者联系组委

会报名，
报名成功以短信通知为准。报
名时需提供参赛者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参赛项目、
联系方式以及紧急联
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若信息不齐全，
将无法完成报名，
不能参赛。
参 赛 选 手 年 龄 限 16 周 岁 以 上
（2002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
55 周岁
以下（1963 年12 月31 日后出生）。其
中 18 岁以下（2000 年 12 月 31 日前出
生）的参赛选手，
需要其监护人或法定
代理人签署《选手须知》。参赛者应身
体健康，有长期参加跑步锻炼或训练
的基础，
并需本人签署《选手须知》。

3公里组

文昌市文府北路（起点）—湖石村（向北）—航天大道（向东）—文能村（折返）—航天大道（向
西）—湖石村（向南）—文府北路（终点）

5公里组

文昌市文府北路（起点）—湖石村（向北）—航天大道（向东）—海路村（折返）—航天大道（向
西）—湖石村（向南）—文府北路（终点）

10公里组

文昌市文府北路（起点）—湖石村（向北）—航天大道（向东）—海路村—清澜大桥—下东村
（折返）—清澜大桥（向西）—海路村（向西）—航天大道—湖石村（向南）—文府北路（终点）
■■■■■

本报屯城 4 月 26 日电 （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
积钊）今天，记者从屯昌县政府获悉，以“循环、绿
色、品牌、农业+”为主题的第九届海南（屯昌）农
民博览会（以下简称农博会）将于 5 月 18 日至 20
日举行，为期 3 天，主会场设在屯昌县农博城，分
会场为屯昌农业公园猪哈哈的农场和屯昌梦幻香
山芳香文化园。
今年农博会在展馆设置上，
有现代农业展馆，
其中包括建省 30 周年农业农村发展展区、生态循
环农业展区、农业产业扶贫展区、美丽屯昌展区；
有农业产品展销馆，如全国品牌农产品展销区、台
湾农产品展销区、国际农产品展销区、海南品牌农
产品展销区；并设有服务区，包括洽谈服务区、咨
询服务中心等。
值得一提的是，建省 30 周年农业农村发展展
区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展示等手法，集中展
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间“三农”风貌变
迁历程，重点展示推进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
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成果以及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体系、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等内容。
此次农博会共安排 10 项活动，包括农产品评
选、美食评比及体验活动、
“农博之旅”体验活动和
乡村振兴战略论坛等。

海南移动实现环岛高铁4G信号
连续覆盖

动车过隧道
通话不掉话
本报海口 4 月 26 日讯 （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欧燕燕）经过反复的技术论证及连续多天的网络
升级改造，海南移动日前实现了对海口美兰隧道
段的 4G 信号覆盖。至此，海南移动实现了环岛
高铁全线 4G 连续覆盖。这意味着，今后乘客乘
坐环岛高铁时可实现通话不掉话，视频无卡顿，
网
络使用流畅。
据了解，VoLTE 高清视频通话相对于常规通
话要求更高，需要手机始终保持 4G 网络，对网络
的时延和覆盖能力敏感。为实现信号全覆盖，海
南移动沿环岛高铁共建设逾 1500 个基站，让全线
隧 道 覆 盖 4G 信 号 ，乘 客 在 动 车 上 畅 快 地 进 行
VoLTE 高清视频通话已经完全实现。
据介绍，海南移动已实现环岛高铁室内 4G
信号全覆盖。在重点地区，该公司还实现了载波
聚合、高速率编码等 5G 高新技术在 4G 基站上的
部分应用，实现了 50Mbps 的上传速率。

澄迈一男子坠亡
本报金江 4 月 26 日电 （记者陈卓斌）记者从
澄迈县有关部门获悉，4 月 26 日 7 时 30 分左右，
澄迈县金江镇一男子从家中坠楼，当场死亡。目
前排除他杀。
接群众报案后，公安机关迅速赶往现场。经
现场勘查和群众走访，排除他杀。公安机关正对
相关情况开展进一步调查。经查，死者为澄迈县
金江镇镇长陈亚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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