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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秋季入学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2018年秋季海口市小学初中招
生已接近尾声，家长们陆续收到录取
通知书，但也有部分家长反映，由于
学校学位紧张，自己孩子将被分流到
片区外学校。海南日报记者近日走访
多所校了解到，随着海口城市化进程
加快，流动人口日益增多，今年海口部
分城区中小学学位依然紧张。一些招
生压力较大的学校今年将通过分流、
搭建板房教室、租用新场地等方式，确
保符合条件孩子顺利入学。

白驹学校：
建临时校区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振发路上的
海南白驹学校招生压力一直较大。
2016年，该校小学新生超计划数一
倍。2017年招生压力更大——小学
毕业班4个班，但一年级新生招了18
个班。根据今年该校已经公布的录
取新生名单，录取人数为861人，学

位压力依然居高不下。
为了应对2018年可能出现的入

学高峰，该校提前预判、提前准备，计
划通过继续增加新板房教室暂时解决
周边适龄儿童入学问题。“我们经海口
市发改委批复同意，在原琼山体校操
场内建设了临时校区，通过新建三排
共9间板房教室及一处卫生间，改造
原有二层训练馆为教学功能室、旧宿
舍楼一层为办公室的方式解决眼前的
招生压力难题。”该校负责人说。

28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白驹
学校临时校区看到，该校区校门口已
挂牌“海南白驹学校（振教巷校区）”。

“目前校区建设已基本完工，板房验
收合格后才会交付使用，请家长们放
心。”海南白驹学校有关负责人说。

金盘实验学校：
租借周边学校场地

海口金盘实验学校同样面临学位
紧张问题。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海口金盘实验学校今年

计划招一年级新生8个班，但符合条件
的学生就有十几个班。该校初中部实
际录取人数同样超过计划数。

“海口金盘实验学校场地有限，
能利用的空间都已充分利用。”该负
责人介绍，为了满足学生入学需求，
学校计划租用海口黄冈金盘高级中
学的教室进行教学。

二十八小：
将学生分流到附近学校

海口市第二十八小学校园面积
不大，但近年来随着周边人口的增
多，学位变得十分“抢手”。“我校今年
计划招收一年级新生7个班350人，
报名的学生超过了600人，经过学校
审核，共有近500人符合入学条件，
比原计划超出100余人。”海口市第
二十八小学副校长叶颜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目前学校也无法完全满足片
区孩子的入学需求。

“目前海口市教育部门正在和海
口西湖实验学校、海口港湾小学等学

校进行协调，打算将部分学生进行分
流。”那么，哪些学生会面临分流？叶
颜表示，海口2018年秋季小学初中
招生工作方案指出，招生应坚持“户
籍优先，免试就近划片入学”原则，因
此海口城区户籍学生将优先留在本
校就读。

美苑小学：
功能室改建成新教室

今年秋季，海口美苑小学招生同
样面临紧张的学位压力。海口美苑
小学副校长胡玉滨介绍，今年该校计
划招400人，符合条件的有500多人。

“为了让更多孩子顺利入学，我
们将原来的功能室腾出来改成教室，
同时在校内搭建两间板房作为功能
室，目前所有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胡玉滨说，即便努力腾出空间，学校
依旧无法满足今年所有符合条件新
生的入学需求，因此美苑小学也计划
分流一部分学生。

“根据教育部门当前的统筹安

排，我们学校一部分学生将分成两批
分流到海口美兰实验小学和九中分
校小学部。”胡玉滨说。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
获悉，海口市目前已启动“一校两园”
工程，从今年起，海口市政府及4个
区每年在城区至少新建1所公办中
小学及2所公办幼儿园的方式，通过
三年努力，到2020年建设合计15所
公办中小学校及30所公办幼儿园。

当前，海口不少教育用地正在规
划建设，预计新建学校将有效地缓解
以上学位紧张学校问题。如美兰区
拟建设流水坡小学，分担及缓解流水
坡片区（包括海口美苑小学）的招生
压力；琼山区规划在椰海大道附近建
设一所新学校，缓解白驹学校片区招
生压力；针对海口金盘实验学校招生
压力大的现状，龙华区计划新建2所
学校。此外，海口市教育部门还计划
将海口坡博实验学校收归公办，在原
校基础上扩大20亩用地，将该校打
造成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

海口将通过分流等方式，确保中小学生顺利入学

尽最大努力为孩子“挤”出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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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附中附小
海口学校开学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 （记者
叶媛媛）28日上午，北京大学附属
小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举行开学
典礼，这意味着两所学校正式投入
使用。据悉，北大附小、附中海口学
校今年共有280名学生入读。

中科院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
长高松表示，北大附小、附中海口
学校寄托了北京大学、海口市政
府、恩祥教育集团的共同期许，未
来三方将更积极探索“学校+政
府+企业”合作办学模式，力争将
该校建设成为海南省乃至国内一
流的民办学校。

学校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万路
和椰海大道交叉口西北角地块，占
地面积325亩。学校可提供6000
个优质学位，其中附中可招收120
个班、附小招收48个班。

海口秀英区新增
3所公办幼儿园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 （记者
叶媛媛）海南日报记者28日从海口
市秀英区教育部门获悉，秀英区今
年秋季将有3所新建公办幼儿园投
入使用，增加学位540个。

据秀英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由于人口增加，秀英区东山镇、
永兴镇、长流镇3所中心幼儿园近
几年接收幼儿人数已超出建设学
位，出现学位供不应求的状况。秀
英区教育局充分利用闲置中小学新
建幼儿园，将东山镇原光明小学改
造创办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第二中
心幼儿园，将永兴镇原岭南小学改
造创办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实验幼
儿园，将西秀镇原福永小学改造创
办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第二中心幼
儿园，每个幼儿园新增180个学位。

椰树集团
今年资助
120名贫困学子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容朝虹）近日，由海南省文明
办、海南省慈善总会和椰树集团联
合举办的2018年（第十二年）“椰树
创始人扶困助学工程”受助仪式在
椰树集团办公大楼举行，120名优
秀贫困大学生共接受资助60万元。

“椰树创始人扶困助学工程”由
“椰树”创始人王光兴于2007年出
资设立，12年间，“椰树创始人扶困
助学工程”已成功资助1440名品学
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上学。

据了解，“椰树”创始人还于
2011年出资150万元设立“椰树创
始人感恩母校海南侨中奖教奖学
金”“王光兴奖励基金会”，2012年
出资300万元设立“海南省慈善总
会椰树助老、助孤、助残慈善基金”。

陆侨集团
向28名学子
捐赠18万元助学金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 （记者
叶媛媛）28 日上午，2018 年“一

‘陆’陪伴 圆梦学子”助学金发放仪
式在海口西海岸欢乐海岸美食联盟
举行，助学金发放仪式上海南陆侨
集团有限公司共向28名学子捐赠
18万元助学金。

海南陆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洪钢炉表示，陆侨集团希望全力倡导
扶贫济困、弘扬美德，为构建和谐社
会勇担社会责任，“希望接受捐助的
学生能够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立志
成才，努力把自己培养成社会主义事
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据了解，陆侨集团多年以来从
不间断地发起和参与多次公益行
动，已累计向贫困学子捐增善款92
万元，帮扶贫困学子398人。

海口办理小客车上牌
可网上预约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计思佳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 钟玲）26日下午，我省进
行首期小客车保有量调控增量指标配置，此次配
置共产生33000个个人普通小客车中签编码。
为保障群众可分时段、分流量到车管所及各登记
服务站有序办理车管业务，提高办理效率，海口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已推出“椰城交警”微信公众
号机动车业务网上预约功能。

广大车主可通过关注“椰城交警”公众号，根
据自身时间安排及所需办理的机动车业务，预约
就近的服务站点，省时省力。具体预约流程如下：
1.微信关注“椰城交警”公众号；2.点击办事大厅/
实名注册；3.按提示输入预约信息；4.收到微信预
约凭证。

海口交通部门约谈网约车平台

滴滴公司未经批准
不得开展顺风车业务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郭萃）27日，海
口市交通运输与港航管理局对滴滴等21家网约
车平台公司进行约谈，并要求滴滴公司未经该局
批准不得开展顺风车业务，同时将对整改期后违
规派单企业责令其停业整顿。

据了解，海口市交通局责令滴滴公司就所暴
露出来的重大经营管理漏洞和安全隐患问题尽
快加强整改，完善车辆运营事前、事中、事后监
管制度和应急预案，切实维护乘客的生命财产安
全；责令滴滴公司利用一周时间加强对平台内两
证不全车辆进行清理，禁止平台向不合规车辆及
人员派单。

海口市交通局还要求滴滴公司立即停止在海
口开展顺风车业务，未经该局批准不得开展顺风
车业务；企业要加强从业人员教育培训，严把驾驶
员准入关，并完善驾驶员考核机制，定期开展不良
记录驾驶员清理工作；加强网约车违规经营查处
力度，一周整改期后，凡是查处到有违规向两证不
全车辆派单的，将责令其停业整顿。

陵水铁警严打“黑车”拉客
一个月教育处罚87人

本报椰林8月28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邓
明通）为全力确保旅客出行安全，着力净化治安环
境，陵水黎族自治县车站派出所根据海口铁路公
安处工作部署安排，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开展暑
期站车治安专项整治行动，针对目前旅客最为担
忧的“黑车害人”问题，严厉打击各类“黑出租”“黑
摩的”和“滴滴黑车”。自7月16日行动开展至
今，陵水车站派出所共办理普通程序行政案件55
起，教育处罚87人，罚款2380元。

行动开展期间，陵水车站派出所组织民警
成立专项行动组，采取依法办案打击与办班
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对动车站附近的“黑车”
揽客、网络预约汽车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惯
性治安问题进行高压严打。同时，派出所在
动车站出站口安排民警、协警为出站旅客提
供旅游路线交通工具选乘咨询服务，并进行
安全出行知识宣传教育，指导旅客选择正规
安全的客运车辆。

陵水车站派出所提醒：出门在外保安全，切忌
方便选“黑车”，发现异常莫要慌，胆大心细快报警。

本报临城8月28日电（记者良
子 刘梦晓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
陈炜森 毛志君）海南日报记者28日
从海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办公室了
解到，近期，临高县公安机关继成功摧
毁符建荣等人涉黑涉恶犯罪团伙后，
近日又打掉了符聪等人涉黑涉恶犯罪

团伙，该团伙主要成员已被抓获并破
获了一批案件。

8月27日，临高县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办公室发布《通告》，希望知情群
众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涉黑涉恶在逃
人员的有效线索，提供线索抓获或协
助抓获9名涉黑涉恶在逃人员，公安

机关将依据《海南省举报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兑现奖励，奖金
分别为1万元至2万元不等，并依法
为举报人保密及确保人身安全。

通告指出，公安机关将对隐瞒包
庇在逃黑恶势力犯罪嫌疑人的，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对打击报复举报人

的，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对自动投案并
如实供述罪行的在逃黑恶势力犯罪嫌
疑人给予从宽处理。

通告指出，公安机关现督促在逃
人员符士彬、符仕斐、符小勇、陈冠
宏、陈冠取、陈多宝、符小弟、陈多时、
陈多慨10日内投案自首，争取宽大

处理。
报警电话：110 28283010
联系人：王警官 19989769754
卢警官 18689845250
微信公众号：临高县扫黑除恶办

公室
举报邮箱：928246021@qq.com

省慈善总会
联合爱心企业
资助90名贫困学生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 （记者
刘操 通讯员文小菊 实习生雷走
宏）28 日上午，海南省慈善总会
2018年资助贫困大学生捐赠仪式
在海口举行。

仪式上，省慈善总会联合爱心
企业为 2018 年考上大学的 26名
贫困学生和2015-2017年连续资
助4年的 64名往届大学生，共计
90 人发放助学金 45 万元，每人
5000元。

今年省慈善总会举办的系列助
学活动有“福臻助学”捐赠40万元，
资助80人；“佳元助学”捐赠14.5万
元，资助29人；“德钦助学”捐赠10
万元，资助32人；省慈善总会捐赠5
万元，资助10人等。总计发放助学
金129万余元。

琼海
6年筹2300余万元
倾情助学子

本报嘉积8月28日电（记者
丁平 通讯员孙传动）27日上午，琼
海市2018年捐资助学“爱心助学子·
倾情育英才”活动在嘉积中学举行。

活动现场，琼海市广大干部群
众踊跃捐款。据了解，截至当日12
时，本次活动共收到琼海市直机关、
企事业单位、各镇（区）以及社会各
界人士的捐款合计704.106万元。

琼海市政协、市慈善会倡议开
展琼海市2018年“爱心助学子·倾情
育英才”捐资助学活动。

据了解，为了帮助贫困大学生
解决入学困难，自2012年以来，琼海
市政协发起“爱心助学子·倾情育英
才”捐资助学活动，6年来共收到各
项专款和善款2342.468万元，共帮
助1838名贫困大学生圆了大学梦。

临高警方悬赏通缉9名涉黑涉恶在逃人员
见到下图9人请立即报警！最高奖励2万元

三亚启动平价蔬菜
应急调控机制

本报三亚8月28日电（记者梁君穷）28日下
午，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发改委（市稳价办）获
悉，近期三亚降雨较多，蔬菜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特别是本地叶菜受灾严重，供应不足，价格持续高
位运行。三亚继续启动应急调控机制，以应对降
雨对蔬菜市场价格的影响。

此次启动应急调控时间为8月25日—9月
8日（共15天），三亚市发改委（市稳价办）采取

“先控后补”的方式，在平时销售量补贴（0.1
元/斤）的基础上，再对 15 种保基本蔬菜品种
增加0.3元/斤补贴。15种保基本蔬菜为土豆、
大白菜、白萝卜、菜心、生菜、空心菜、小白菜、
上海青、地瓜叶、茄子、胡萝卜、南瓜、西红柿、
青黄瓜、圆白菜。

此外，三亚要求各平价专营区在应急调控期
间提前储备蔬菜，加大保基本蔬菜投放量，敞开供
应；严格执行政府调控措施，并结合各平价专营区
的实际，在三亚市稳价办每天发布的调控价格基
础上，实行4个到6个保基本蔬菜品种以低于调
控价0.2元/斤的特价惠民活动，同时做好销售台
账，加强惠民政策宣传。

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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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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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资助学

8月27日，俯瞰已竣工的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该校是海口市公办初中学校，今年秋季开学计划招8个
班，收350名学生，即将迎来第一届初中新生报到。 本报记者 张茂 实习生 陈婧 摄

海南华侨中学
美丽沙分校迎新生

瞰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