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招生“九不准”

新变化1
入学材料核验因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2020年1月以来）中断办证、
社保延期缴费的，可视为延续。

1.不准在学生初中学业结束前提前招录学生
2.不准超计划招生
3.不准降低分数线招生
4.不准录取其他学校已经录取的考生
5.不准接收未参加今年我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学生
6.已经被公办普通高中学校、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公费

生计划）、琼台师范学院公办乡镇幼儿园定向免费培养生班
录取的考生不准退档

7.海南中学中英高中课程实验班、海南华侨中学中美
合作实验班和中英国际班学生不准转普通班

8.不准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
9.民办普通高中学校不准与考生签订提前录取协议

新变化2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报名、同步招生

民办学校报名人数少于招生计划时，全部录取报名学生

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实行电脑摇号、随机录取

制
图/

陈
海
冰

■■■■■ ■■■■■ ■■■■■

本省新闻 2020年7月6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吴维杨 美编：陈海冰 检校：王振文原中倩A06 综合

广告·热线：66810888

为满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及基层医

疗机构需要，结合秀英区实际，现面向全国招聘医

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30名。详情请登录海口市秀

英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xyqzf.

haikou.gov.cn）

海口市秀英区2020年公开招聘

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7月6日

2020年海口市秀英区
公开招聘医疗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公告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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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8976695932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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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典 当

遗 失

拍卖公司

海南十大手信

品质海南 礼送亲友

评选联系电话:65396888

海南省商业总会品牌建设委员会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治漏

招 聘

招聘
江东新区滨海筹建大型养老院聘

策划营销团队13907692978陈总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泰龙城糖岛货柜遗失海南泰龙

商城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1号货

柜押金条（金额：8000元），编号：

0007951，声明作废。

●蔡章豪，蔡上道不慎遗失《陵水

黎族自治县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安

置协议》，特此声明。

●李春梅遗失坐落于澄金江镇文

明北路东侧地段的土地使用证，证

号：金江国用（1995）字第1629号，

现特此声明。

电话:68585002 13876683321

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

亚大厦25楼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南鼎和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7月16日10

时在我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万宁

市万城镇东关农贸市场六栋商住楼

共 40 套房产（每套建筑面积约

160m2），临街商铺。有意竞买者请

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告
由于海口森堡快乐之星娱乐有限
公司国贸店KTV发生意外爆炸，
车牌为琼 BG8559 奥迪车有受
损。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请
车主祝远祥或其近亲属尽快与我
司联系。
联系人谭经理：13876269988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陈活健遗失居民身份证，编号：

46000319920709141X，特 此 声

明。

公 告厂房出租

琼海人民路南120平方米地块出
售，可过户，已报建可盖6-10层
楼。加微信联系18976070001。

地块出售

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行拟报废处置一批点钞机等出纳机具
设备，请有意购买者前来参加竞价购
买。

本公告自登报日起有效期15天。
联系电话：0898－66559086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29号

招标公告
海南圣捷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三亚市天涯区红旗街社区居民

委员会委托，对三亚市天涯区红旗街夜市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
采购。诚邀合格的供应商前来投标。一、项目简介：1、项目名称：
三亚市天涯区红旗街夜市项目。2、项目登记号：HNSJ-CG-
2020-005。3、采购需求：负责运营和管理红旗街夜市的经营事
务。详情以招标文件内容为准。二、报名时间和标书获取：1、报名
时间：2020年7月6日上午9:00（北京时间，下同）至2020年7月
11日上午9:00。2、报名地点：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苏商大
厦7楼710室。3、报名要求：携以下资料至报名地点现场报名（1）
有效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法人代表证明或法人代表授权
委托书（附法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以上资料提供复印件并加盖
单位公章，（2）2018-2019两个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原件。4、标书售
价：500元/套。5、项目保证金金额：20万元。6、招标文件递交截
止时间：2020年7月27日下午15:00。三、联系方式：采购人：三亚
市天涯区红旗街社区居民委员会。联系人：罗女士。联系电话：
13976190966。代理机构：海南圣捷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地址：海
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苏商大厦7楼710室。联系人：麦女士。
联系电话：0898-88690909

海南圣捷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6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美兰区
人文生态纪念园项目的项目建议书
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的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人文生态纪念园（暂定名）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

大致坡镇，项目一期总占地面积共334.08亩。现需向社会公开邀请

参与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的形式报到我司项目部（含具体金额、资

质、业绩等）。截止7月8日下午17点30分停止报价，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坡路9号中贤小区A幢二楼

联系人：陈龙 联系电话：65391902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7月6日

中国热科院博士
给孩子科普蜜蜂知识

本报海口7月5日讯（记者王玉洁 陈蔚林
实习生李梦楠）7月5日，海口布朗幼儿园孩子及
老师家长一行50人来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参
加“让科学点亮孩子们的眼睛暨一蜂一世界蜜蜂
科普活动”。他们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博士钟
义海的带领下参观公共实验室、电镜室、蜜蜂研究
组实验室、试验蜂场和热带生态农业科技馆，通过
品蜜了解更多蜜蜂的知识。

“老师，为什么蜜蜂身上有那么多绒毛？”显微
镜下的蜜蜂激发了幼儿园孩子极大的好奇心，钟
义海耐心回答说，“蜜蜂的绒毛就像一个‘采花
篮’，有绒毛是为了更好地携带花粉。”

“这个活动给我们和孩子提供了沟通的平台，
不仅让孩子们对蜜蜂有了科学全面的认识，更对
科学研究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让他们在玩中学、
学中玩。”学生家长刘百友说。

此次活动由省科协、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
单位共同举办。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

海南日报记者从7月5日召开的
海口市教育局政策解读工作会上获
悉，今年海口中小学招生将依托大数
据平台对入学信息进行大数据比对
核验，并首次实行公办民办同招。

入学材料核验考虑疫情因素

根据要求，义务教育公办学校
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各个学校要根
据招生计划、招生区域及适龄儿童、
少年入学条件安排入学。招生涉及
两类群体：一是海口本市户籍适龄
儿童少年，要切实保障其接受义务
教育的权益。二是随迁子女，要健
全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义务教育

入学政策。
一般来说，海口义务教育招生

入学可分四类：海口市城区户籍，海
口市乡镇户籍，非海口市户籍和港、
澳、台胞、海外华侨华人适龄子女及
外国籍。

在招生过程中，入学材料核验主
要包括：1.户籍（户口本、居住证）；2.
合法稳定住所（自有住房、租房）；3.
务工社保；其他。特别要说明的是，
上述材料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20年1月以来）中断办证、社保
延期缴费的，可视为延续。

海口市教育局基教科相关负责人
表示，总体上今年海口中小学招生政
策同往年具有延续性。因入学申请人
的情况不同，申请所需材料不同，学位
安排或统筹的方式也有区别。

信息核验非必要不线下

据了解，海口中小学入学报名程
序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1.网上报
名；2.入学信息审核；3.学校公示新生
名单；4.备案确认；5.新生报名注册。

今年海口中小学入学信息审核
采取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坚持非必
要不线下原则。

在线上审核方面，今年海口将依
托大数据平台，对相关入学信息进行
大数据比对核验，主要核验户籍、居住
证，不动产证（房产证），商品房买卖合
同、房屋租赁证，社保等信息。“线上审
核是2019年招生联审联批的升级版，
也是今年招生材料审核的新形式。目
的主要是基于大数据互联互通的政务

服务网络，让信息多跑路、家长少跑
腿、招生更规范。”该负责人表示。

在线下审核方面，对线上审核未
通过或有需要进行现场核验的，学校
将主动通知监护人持相关材料到学
校进行现场核验。学校通过增加受
理时段和服务窗口，分时段、分批次
错峰预约等方式控制现场人数。材
料齐全的，接收相关材料。

今年实行公办民办同步招生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对完善招生考试制度，推进义
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作
出具体部署。省教育厅要求，我省将

严格执行《意见》，按照教育部具体工
作要求进行实施。

根据要求，从2020年开始，海口将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
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报名、同步招
生。在网上报名和填报志愿方面，民办
学校报名人数少于招生计划时，应全部
录取报名学生，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
划时，应实行电脑摇号、随机录取。

此外，海口公办、民办中小学不
得以任何形式提前选择生源“掐
尖”。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国际部”

“国际课程班”“境外班”等名义招
生。从2020年起义务教育阶段取消
各类特长生招生。

据悉，海口今年的中小学招生方案
制定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确定后将向
社会公布。 （本报海口7月5日讯）

今年海口中小学首次实行公办民办同招
义务教育阶段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

本报海口7月5日讯（记者计
思佳 实习生王俊乐）7 月 5 日上
午，海口市教育局召开政策解读
工作会，会上就2020年海口市幼
儿入学工作进行了安排。海南日
报记者从会上获悉，和往年一个
幼儿可以参与海口城区多家公办
幼儿园摇号招生不同，今年海口
城区公办幼儿园均统一在幼儿园
招生系统上进行招生，每名幼儿
只能选择一所城区公办幼儿园进
行申请。

据介绍，海口通过开展城镇
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加快
推进新建、改建、扩建公办园建设
项目，盘活用足闲置公办园学位，
利用存量国有资产举办公办园，
通过租赁回购民办园举办公办
园，在适龄幼儿较多的乡镇建设

乡镇二园等六项措施来提升海口
市公办学位的供给。截至6月底，
海口在原1.57万个公办学位基础
上，新增公办学位 2.6 万个，公办
总学位达到 4.2 万个。公办学位
占比从原14.6%提升到38.9%，提
升了 24.3%。普惠性幼儿园总学
位由 5.07 万个增加到 7.68 万个，
普惠园总学位占比达71.3%。

目前，海口市教育局正在开
发幼儿园招生系统，届时教育系
统举办的城区公办园均统一在
此平台上进行招生。每名幼儿
只能选择一所城区公办园进行
申请，超出招生计划的公办园，
采取电脑摇号的方式确定录取
名单。海口市直属幼儿园由海
口市教育局统一组织摇号，区属
幼儿园由各区组织。

同时，会议要求适度扩大招
生规模，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全
市公办园（含企事业、高校、部队
办园）要按照市政府学前教育两
个比例工作方案的要求，园内挖
潜，适度扩大招生规模，增加公办
学位供给。乡镇公办园要制定详
细的招生办法，将招生责任落实
到具体人员。第一轮招生未满园
的幼儿园，各区各园要切实采取
有效措施，组织第二轮招生，直至
全部满园为止，确保新增学位和
闲置学位全部用足用好。

据悉，2020 年海口将认定一
批市一级以上的优质民办幼儿园
作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不断优
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优质学位的
供给，解决群众“入园贵”“入好园
难”的问题。

海口城区公办幼儿园招生有新规定

每名幼儿只能申请一所公办幼儿园
本报海口7月5日讯（记者计思

佳 实习生王俊乐）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教育局获悉，为进一步加强中小
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大力推进素质
教育，海口市教育局于7月3日印发
《关于规范和加强中小学考试管理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根据《通
知》，该市小学一、二年级每学期学校可
组织1次统一考试，其他年级每学期不
超过2次统一考试，义务教育阶段中小
学学科成绩评定一律实行等级制，小学
阶段不可组织与升学挂钩的统一考试。

在考试方面，《通知》还要求科任
教师可根据学科单元(模块)学习完成
情况进行必要的单元测试；除小学毕
业生学业水平考试外，原则上市、区
不得组织其他形式的统一考试；不得
在小学组织选拔性或与升学挂钩的
统一考试。以质量监测为目的抽

测，每学年不超过1次，随机抽取的
学生比例不超过本年级学生的30%。

要限制竞赛评优活动。各区、
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上未经
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评优、推优及
竞赛活动。要严格招生管理，规范
招生秩序。继续推进义务教育公办
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严禁以
各种名义组织考试选拔学生。

严格规范评价标准。小学生实
行日常评价和小学毕业学业水平测
试相结合的评价办法；初中生实行学
业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义务教
育阶段中小学学科成绩评定一律实
行等级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不以
升学率对学校排队，不以考试成绩
对学生排名；不得以任何形式宣传
市、区、学校、学生的中(高)考成绩和
升学率，不得炒作“中(高)考状元”。

海口小学阶段不可组织
与升学挂钩的统一考试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驻村工作队
为贫困户量身制定“脱贫方案”

“脱贫之星”的致富路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尤梦瑜 通讯员 孙勇

一幢新楼房，屋内家电一应俱全，满院瓜果飘
香。定安县龙门镇红花岭村村民叶长秀不再是贫
困户，房屋里挂着的“脱贫之星”红色锦旗成了他
的新名片。

6 年前，叶长秀家的穷在红花岭村“出了
名”。一家5口人，年长的体弱、年幼的患病，人均
收入不足1000元，还欠了一屁股债。怎样才能多
赚点钱？叶长秀整日一筹莫展。

被纳入贫困户后，省里、县里、镇里的“精准帮
扶”，改变了叶长秀的生活——省委直属机关工委驻
村第一书记经常到家里来，帮助分析家庭现状，商量
养什么、种什么；在驻村工作队的协调下，县里和镇
里不仅送来母黄牛、母黑山羊、定安黑猪苗等，还鼓
励、督促他做好家庭养殖业发展；大儿子的日常用药
也能享受购药报销，小儿子上学有了教育补贴。

在驻村第一书记的鼓励下，叶长秀跟着扶贫电
视夜校边学边干，和妻子一起悉心照顾家里的牛羊
猪。三年多时间里，叶长秀家里的黄牛增加到了7
头，黑山羊存栏有20只，还养了一头母猪。

后来叶长秀还买了农用三轮车、机械除草机，
利用农闲时间打零工，想办法增加家庭收入。现
在，叶长秀一家收入已经超过国家贫困线标准，

“两不愁三保障”也得到落实，成功摘掉“穷帽”。
信心有了，干劲儿也很足。现在的叶长秀还

当起了村里的水利管理员，向村民宣传水利渠道
的管理规定，帮助清理水渠垃圾、清除杂草，保持
水渠畅通。“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让我过上了好日
子，我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服务好乡邻。”叶长
秀也常常和大伙讲，“只要肯干、愿意苦干，日子就
会越过越好！”

“红花岭村虽景色迷人，但农民增产增收的门
路少，像叶长秀这样的贫困户很多。精准扶贫政
策实施以来，当前全村298户贫困户全部脱贫，还
出了两名‘脱贫之星’。”省委直属机关工委驻村第
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万南生说，2016年，红
花岭成为整村推进精准施策、精准帮扶村，他们积
极推动镇党委、镇政府为贫困户建档立卡，帮他们
寻门路、立项目，建产业、找销路，树典型，现在村
里旧貌换了新颜，一批批特色产业快速发展，村民
日子越过越好。 （本报定城7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