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在前者基础上加上父母一方在本市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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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1年以上的证明（从2018年8月向
前推算）

海口市乡镇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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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叶媛
媛）《2018年秋季海口市小学初中招生
工作方案》今天上午正式出炉。根据
方案，今年海口城区学校新生继续实
行网上入学登记申请学位，时间为7月
28日-8月5日。8月4日-8月12日
家长可提交入学登记纸质材料。8月
11日- 8月19日教育部门开始实地
核查，经复核确认后确认新生名单。

按照方案，海口市城区户籍适龄儿
童及少年就读，父母（法定监护人，下
同）在城区自有住房居住的（有多处住
房的，以现居住地为准），由划片对口学

校接收入学。若该住所（套）已有适龄
儿童少年（一户一生，同一法定监护人
不受此限制，下同）在划片对口学校就
读的，由市、区招生办统筹安排入学。
父母租房居住的，应是入学新生与父母
在本市城区的唯一合法稳定住所，且连
续居住满两年、所租住的住所（套）没有
适龄儿童少年在划片对口学校就读的，
由划片对口学校接收入学。若该住房
（套）已有适龄儿童少年在划片对口学
校就读的，由市、区招生办统筹安排入
学。租房居住未满两年的，根据所在片
区学校学位空缺情况，由市、区招生办

统筹安排入学。与父母随祖辈（直系亲
属）同户口簿同居住的，且在本市无第
二处住所的，参照本类别前两条执行。

海口市乡镇户籍（即海口市主城
区外围17个乡镇）进入本市城区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父母在城区自有
住房居住的（有多处住房的，以现居住
地为准），由划片对口学校接收入学。
若该住所（套）已有适龄儿童少年在划
片对口学校就读的，由市、区招生办统
筹安排入学。父母租房居住的，应是
入学新生与父母在本市城区的唯一合
法稳定住所，且连续居住满两年，该住

所（套）没有适龄儿童少年在划片对口
学校就读，由划片对口学校接收入学，
若片区人数超过划片对口学校学位
数，由市、区招生办根据划片对口学校
和周边学校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入学。
与父母随祖辈（直系亲属）同户口簿同
居住的，且在本市城区无第二处住所
的，参照本类别前两条执行。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随
迁子女父母在城区购房并入住的，以
父母购房居住地为准（有多处住房的，
以现居住地为准），由划片对口学校接
收入学。若该住所（套）已有适龄儿童

少年在划片对口学校就读的，由市、区
招生办统筹安排入学。随迁子女父母
租房居住的，应是本人与父母在本市
的唯一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居住满两
年、且该住所（套）没有适龄儿童少年
在划片对口学校就读的，由划片对口
学校接收入学。若片区人数超过划片
对口学校学位数，由市、区招生办根据
划片对口学校和周边学校学位情况统
筹安排入学。与父母随祖辈（直系亲
属）同户口簿，连续居住在祖辈名下本
市自有住房满二年的，且在本市无第
二住所的，参照本类别第一条执行。

2018年秋季海口小学初中招生方案出炉

城区学校7月28日开始网上登记申请学位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叶
媛媛）今天上午，海口市教育局公布
2018年秋季小学初中、中等学校、中
等职业学校招生方案。今年海口全市
城区公办小学计划招生19920人，公
办初中计划招生 16250 人，21所小
学、初中划片有所调整。

取消小升初“指标到校”

海口市教育局基教处处长符延益
介绍，今年，海口市教育局直属公办幼
儿园招生的幼儿园共有6所，分别为：海
口市五源河幼儿园、海口市教育幼儿园
（含碧海分园）、海口市港湾幼儿园、海
口市机关幼儿园、海口市中心幼儿园、
海口市卫生幼儿园（含滨江分园）、海口
市恒大美丽沙幼儿园。其中，海口市恒
大美丽沙幼儿园为今年开园招生。

根据方案，入园年龄要求为3岁，即

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
间出生。今年海口市教育局将通过摇号
入园，具体工作时间和安排以各园公布
的方案为准，方案将于近两天在海口市
教育局官网、幼儿园网站（公众号）、幼儿
园门口公布，预计每个班招生23人。

义务教育招生方面，今年海口市新
增的招生学校有3所，分别为滨海九小
美丽沙分校、人大附中海口学校（小学
部）、海南侨中美丽沙分校。3所学校均
为公办，招生人数分别为200人、360
人、400人。所有小学入学儿童需年满
6周岁，即2012年8月31日前出生。

根据教育部规定，2018年，海口市小

学升初中招生，不再将部分优质初中学校
的招生指标分配到各小学。即取消小升
初“指标到校”，推进免试入学全覆盖。

省教育厅直属中学初中部部分招生
计划由海口市统筹招生。计划海南中学
165名、海师附中135名、国兴中学50
名、农垦中学100名。学生免试就近划
片入学，招生片区范围由省、市、区教育
行政部门和相关学校共同研究确定。

21所学校划片区域有调整

划片区域最受关注，今年海口共有21
所学校划片区域有所调整。包括4所省属

初中、6所海口市直属学校、11所区属学校。
今年海口全市城区公办小学计划招

生19920人。其中，市直属学校4660人、
秀英区1600人、龙华区5550人、琼山区
3865人、美兰区4245人。全市城区公办
初中计划招生16250人，其中，市直属学
校7870人、秀英区700人、龙华区2900
人、琼山区1850人、美兰区2930人。

高中公费生50%指标
分配到本市区初中

普通高中招生方面，今年海口将
执行全省统一的中招政策。本市省一

级学校用50%公费生指标直接分配
到本市区域内公、民办初中学校。

符延益透露，有海口市初中学籍且
初三年级就读满1年的非本市户籍应
届毕业生，报考海口公办普通高中学校
的，可报考海口公办省一级普通高中学
校（海口四中安排在第二批录取）招生
总计划5%的公费生和海口公办一般公
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总计划8%的公费
生。实行单独划线，录取分数不低于本
市户籍考生的录取分数线。

今年海口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
9715人，招生录取实行省中招录取场
录取和注册入学两种办法。

今年海口新增3所招生学校
■21所学校划片区域有调整 ■小升初“指标到校”取消 ■6所公办幼儿园摇号入学

我省出台文件加快实施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到2025年85%以上的市（县）将开
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刘
小勇）记者今天从省民政厅获悉，我省日前出台
《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我省将加强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到2025年85%以上的市（县）将广
泛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意见》提出，到2025年，我省在开展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的市（县），65%以上的居家患者接受
社区康复服务，患者病情复发率、致残率显著降
低，自理率、就业率不断提高。形成一批具有推广
价值的技术规范和服务模式，基本建立家庭为基
础、机构为支撑、“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

《意见》明确，我省将加强康复机构建设，充分
利用精神卫生专业机构、老年活动中心、社区活动
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和残疾人康复站积极开展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增强精神障碍患者的自
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我省还将支持社会资本建设精神障碍患者社区
康复机构，鼓励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开展连锁化、
品牌化服务。各类精神障碍专科医院要大力发展院
内康复科，逐渐形成医院-社区相衔接的康复服务模
式，让患者出院回家不再难，真正实现回归社会。

●父、母及入学新生的居民户口簿
●出生证（申请小学学位者提供）
●房产证（购房协议或缴款发票等有关证票）或区房管

部门开具的房屋租赁证（租赁证落款时间应为2016年8月
31日前）

●以及小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报告书或毕业证等学业证
明（申请初中学位者提供）

●还需增加父、母及
入学新生提供在本市两年
以上居住证（可与暂住证
连续累计，从2018年8月
向前推算）

小学初中
入学登记
所需材料

海口市城区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登记需准备四份材料 外来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申请就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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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开展劳动用工
和社保专项检查行动
查处违法行为33起

本报三亚7月24日电（记者易宗平）记者今
天从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近段时
间，三亚市开展劳动用工和社保专项检查行动，查
处违法行为33起。

7月10日至22日，三亚市共检查用人单位
239家，涉及劳动者3.43万人，查处违法行为33
起。其中，查处未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12
起；查处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3起，涉及金额
62.04万元；查处拖欠工资17起，涉及金额287.46
万元。目前，三亚市已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
正指令书，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工资及补偿赔偿，督
促企业及时缴纳社会保险费，同时引导用人单位
依法为385名劳动者补签劳动合同。

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将使此类行动常态化，推动形成和谐有序
的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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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8《财富》世界 500 强
排 行 榜 正 式 揭 晓 。 交 通 银 行 以
577.11 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第
168 位，排名较去年提升 3 位，在上
榜中资银行中排名第5，这是交通银
行连续第10年跻身《财富》世界500
强榜单。

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度一季度，

交通银行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
人 民 币 200.9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97% 。 年 化 平 均 资 产 回 报 率
（ROAA）和年化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
（ROAE）分别为0.88%和 13.23%，较
上年全年分别上升了0.07个和1.79个
百分点。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
充足率分别为14%和10.74%，继续保

持较高水平。
交通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交通

银行连续10年跻身《财富》世界500
强，今年排名更是较去年提升了 3
位，这是交通银行积极服务实体经
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所
取得成就的体现。“今年是交通银行
创立 110周年，我们将继续坚持‘走

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
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
（两化一行）发展战略，为广大客户提
供更好服务，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该负责人表
示。

《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一直是
衡量全球大型公司的权威榜单之一，主

榜单以公司上一财年营业收入为评定
依据，由《财富》杂志每年发布一次。据
悉，2018年上榜500家公司的总营业收
入近30万亿美元，同比增加8.3%；总利
润达到创纪录的1.88万亿美元，同比增
加23%；销售收益率则达到6.3%，净资
产收益率达到10.9%，都超过了去年。
这些全球最大企业的经营状况在明显

改善。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中国上榜公

司数量达到了120家，从1995年《财
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同时涵盖了工业
企业和服务性企业以来，还没有任何
一个其他国家的企业数量如此迅速地
增长。

（撰稿/徐婕）

交通银行列《财富》世界500强第168位，较去年提升3位

连续10年入围《财富》世界500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