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1.5万余人
争聘农村特岗教师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 （记者陈蔚林 特约
记者高春燕 实习生李梦楠）海南省2020年农村
特岗教师招聘笔试日前结束。海南日报记者13
日从省考试局获悉，此次考试无论是招聘岗位数
还是报名人数均创历史新高，将较好地为我省农
村教师队伍补充“新鲜血液”，优化结构、提升素
质，同时有力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

据悉，此次考试全省共设置10个考点520
个考场，共有15288名考生参加笔试，计划招聘
700名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特设岗位教师和
100名省级农村学前教育特设岗位教师。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计思佳）7月13
日下午，海口市秀英区举行首批10所民办幼儿园
转公办园签约仪式，此次民办幼儿园成功转型后，
有效增加公办学前学位2730个，统一按照公办幼
儿园的标准拨款、收费和配备师资力量。

当天下午，参与签约仪式的共5所小区配
套幼儿园、5所民办幼儿园。移交后转办成10
所公办幼儿园，可增加 2730 个公办幼儿园学
位，提高秀英区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约
12.4%。

民办幼儿园分别是童年幼儿园、星乐幼儿园、
新华幼儿园、起点幼儿园、美华幼儿园；小区配套
幼儿园分别是镇海安置区配套幼儿园（亮晶晶幼
儿园）、保利秀英港配套幼儿园（保利幼儿园）、星
华·星河传说配套幼儿园（恩雅幼儿园）、锦地翰城
二期配套幼儿园（艾乐幼儿园）、星华海岸城三期
配套幼儿园（海岸幼儿园）。

秀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首批10所民办幼儿
园转公办幼儿园后，收费将有所降低。

10所民办幼儿园转公办

海口秀英区新增
2730个公办学前学位

本报三亚7月13日电（记者梁
君穷）7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
亚市政务中心获悉，三亚已于近日开
始受理离校三年内的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学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落户，从
申请人递交材料起计5个工作日内
可办结。

7月9日，受理首日，三亚市政务
中心综合受理窗口收到了来自重庆、
吉林、黑龙江、陕西等第一批外省毕业
生申请落户材料，既有来自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延边大学等省外高校的
2020届毕业生，也有毕业于三亚学院

等海南本土高校的2019届毕业生。
一位姓杜的男大学生称，他来自

黑龙江省绥化市，是今年的应届毕业
大学生，看好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发展
前景，来三亚寻找工作机会，目前暂时
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先落户再就业
让他对这座城市更有归属感。

据悉，未就业的全日制本科及以
上学历省外户籍大学毕业生，从申请
落户之日起计算，距离毕业日期未满
三年的，均可携带身份证、户口簿、毕
业证以及学信网学籍证明等材料申请
办理落户三亚。意向落户吉阳区、天

涯区、海棠区的可到三亚市政务中心
服务大厅一楼综合受理台递交相关申
请材料办理落户；意向落户崖州区的
可到崖州分局崖州湾科技城园区警务
站递交材料办理。

申请人没有合法稳定住所的，
可在吉阳分局月川派出所月河社
区、天涯分局河西派出所榆港社区、
海棠分局藤桥派出所永宁社区三个
社区集体户中任选一个进行落户。
申请人或亲属有合法稳定住所的，
需提供房产证或不动产证明、亲属
证明等相关材料，可在合法稳定住

所所辖派出所落户。
符合未就业先落户政策的省内户

籍高校毕业生，按照一站式受理流程
到相应派出所当场办结，无需到市政
务中心递交材料办理户口准迁证。需
落户三亚社区集体户的，可依据落户
意愿选择在吉阳分局月川派出所、天
涯分局河西派出所、海棠分局藤桥派
出所、崖州分局崖城派出所其中一个
派出所递交材料直接办理落户手续；
本人或亲属有合法稳定住所的，携带
相关落户材料到合法稳定住所所辖派
出所直接办理落户。

三亚开始受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落户申请
已有重庆、吉林、黑龙江、陕西等地毕业生申请落户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郭
萃）7月13日上午，海口公交集团在
海口高铁东站公交调度室召开警示座
谈会，向公交驾驶员们分析“7·7安顺
公交坠湖”事件带来的警示及社会危
害。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目前
海口已经有2122辆公交车安装了“一
键玻璃爆破”设备，315辆公交车安装

了车载驾驶员行为预警干预系统。
为吸取安顺公交坠湖事件教训，

海口公交集团将严格落实每日驾驶
员岗前问询制度，密切关注驾驶员身
体、心理健康状况，及时发现苗头性
问题，采取调班、调休、谈话谈心等方
式加强疏导，严禁心理不健康、身体
不适应或带气驾驶员上岗运营，做到

“人病不上车”。
针对车辆管理情况，立即开展车

辆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尤其是针
对年限已久、即将到期、车况不佳的车
辆，要重点排查。线路要严格执行车
辆日常三检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停
运报修，做到“车病不上路”。

据了解，目前，海口已经有2122

辆公交车安装了“一键玻璃爆破”设
备。海口公交集团安全总监陈鹏介
绍，遇到紧急情况时，公交司机只需要
按下一个按键，该设备就能让全车的
玻璃瞬间爆破，给逃生人员留出紧急
出口。

此外，自2018年开始，海口公交
集团开始安装车载驾驶员行为预警干

预系统，至今已经安装了315辆车。
此外，海口公交集团今年8月即将投
放使用的290辆纯电动公交车将全部
配备以上设备设施。“驾驶员如果在驾
驶过程中有抽烟、打电话、疲劳等危险
行为动作，后台都会监控到，通过及时
的反馈，我们会立刻对驾驶员进行警
示纠正或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海口公交车安装驾驶员行为预警干预系统
发现驾驶员危险行为可后台警示纠正或应急处置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毛雨佳 沈玉华）日前，海
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运用诉调对接机
制，成功调解一起农民工讨薪事件，并
当场为8名农民工发放工资共计17
万元，切实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2017年 4月至2018年
11月，海口博义盐灶八灶片区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地块项目部Y-12地块
1#、2#楼及Z-05地块混凝土浇筑班组
负责人兰某建及其带领的工人在混凝

土浇筑工作完工后，与贵州某建筑公
司就工资核算结清问题未能达成一
致。截至2019年1月31日，该建筑公
司已支付给兰某建272.1万元工人工
资和工程款，尚欠部分工人工资。今
年1月，兰某建及其带领的工人向龙华
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要求贵州某建
筑公司支付剩余工资16万元。

调解过程中，龙华区法院速裁庭
诉调团队与海口市龙华区司法局滨海
司法所针对纠纷情况，告知贵州某建

筑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所担负的法律
责任和法律风险，并劝告公司要认真
对待农民工提出的合理诉求，积极解
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最终，贵州某建筑公司愿意积
极配合解决纠纷，与 8名农民工达
成一致，向陈某攻等 8名农民工支
付工资款共计17万元；农民工收到
工资后不得再就此事追究公司的一
切责任，不得向公司提出任何要
求。各方当事人签订调解协议，贵

州某建筑公司也当场向8名农民工
发放了工资17万元，该起农民工讨
薪系列事件成功化解。

今年以来，龙华区法院已多次
与龙华区司法局形成合力，化解了
劳务欠薪群体纠纷、意外死亡人身
损害赔偿纠纷、商铺减租纠纷等多
宗案件，充分发挥调解手段化解矛
盾纠纷的作用，把矛盾化解在诉前，
起到缓解审判压力、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的作用。

海口龙华区法院运用诉调对接机制

农民工17万元工钱讨回来了

全球电竞运动领袖峰会
下月24日在琼举行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王黎刚）7月13
日，腾讯电竞官方宣布，2020年全球电竞运动领
袖峰会暨腾讯电竞年度发布会定档于8月24日，
举办地点继去年后再次定为海南。

据悉，腾讯10年前启动了在电子竞技领域的
系统化布局。十年后，腾讯电竞称，期待与所有的
行业同仁共同“竞见”中国电竞更美好的未来，开
启下一个值得铭记的未来。

据了解，全球电竞运动领袖峰会暨腾讯电竞
年度发布会是由腾讯电竞于2017年发起的一个
国际化电竞行业年度盛会，至今已举办3届。据
报道，本届峰会腾讯电竞将通过2020年全球电竞
运动领袖峰会、腾讯电竞年度发布会与电竞商业
推介会三个部分。

资料显示，这10年里中国电竞行业发展迅
速，电竞舞台从几百人的展台走到了国家体育
场鸟巢，电竞比赛从民间赛事走到了亚运会，电
竞视频从360P模糊画面到4K高清转播，电竞
名词从不被认可到成为大学专业、国家职业认
定。腾讯电竞称，在下一个十年，电子竞技将成
为智慧产业的代表和连接全球年轻人文化交流
的重要形态。

海南高校第二学士学位备案结果公布

82个专业可招收
第二学士学位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教育部日前公布了2020年普通高校第二
学士学位专业备案结果，海南高校共有82个专业
在列。

其中，海南大学有数学与应用数学等7个专
业在列，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有社会工作等3个专
业在列，海南师范大学有经济学等36个专业在
列，海南医学院有应用心理学等12个专业在列，
海口经济学院有经济学等14个专业在列，三亚学
院有汉语言文学等10个专业在列。

教育部明确，第二学士学位主要招收当年普
通高校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以
及近3年普通高校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目前
未就业的往届生。其他人员原则上不得报考。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 （记者
罗霞 通讯员王雪梅）海南日报记
者7月13日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
根据海关总署、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7月10日联合发布
的《关于对部分自厄瓜多尔进口冻
南美白虾实施紧急处置的通知》，
省市场监管局迅速启动全省范围
紧急排查。截至目前，暂未发现问
题冻南美白虾。

近日，海关分别从3批自厄瓜
多尔进口的冻南美白虾集装箱内壁
和外包装样本中检出新冠病毒核酸
阳性6个，虾体和内包装样本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经核酸序列分析并
经专家研判，检测结果提示厄瓜多
尔3家企业产品的集装箱环境、外
包装存在被新冠病毒污染风险。我
省此次检查重点包括各大超市、批
发市场、冷鲜批发零售企业、食品贮
存冷库、大型餐饮企业和以进口水
产品为原料的食品生产企业等经营
单位。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大
市场排查力度，严查严控，加强与疫
情防控相关部门之间配合联系，一
旦发现问题冻南美白虾，坚决督促
经营者停止销售并封存；继续督促
经营户严格执行进口海鲜商品检验
报告、核酸检测和索证索票制度，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全省紧急排查
厄瓜多尔冻虾
暂未发现问题产品

陈杏同志逝世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离休干部陈杏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7月13日在广
东汕头逝世，享年101岁。

陈杏，女，广东省汕头市人，1938年3月
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主要历任地下交通员，凤凰山根据地武
工队党支部书记，潮澄饶县妇女部部长，潮安
县委委员、妇联主任、妇委会书记，粤东行署
粮食处人事科长、党支部书记，广东省委财贸
部科长，海南航管处党总支书记，海南轻工处
计财科长、副处长，海南盐务局副局长等职。
1979年8月离休（地专级），享受按副省长级
标准报销医疗待遇。

家属联系电话：13502773388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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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高考考卷
扫描录入井然有序

7月13日，在海南师范大
学高考评卷场，工作人员仔细
拆封考卷并进行扫描录入电
脑，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在评
卷现场的入口，除了有武警战
士把守之外，所有工作人员进
入评卷场均有专人使用手柄式
金属探测器对其进行安检，并
通过身份证识别系统进行身份
识别后，方可以进入。

2020年海南省高考评卷
总量为34.4万份，高考评卷工
作7月14日开始，预计7月20
日结束。今年海南省考试局严
格选聘了710名教师参加评卷
工作。

本报记者 张茂
特约记者 高春燕 图/文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李梦楠）海南日报记者
7月13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教育部

“2020年高考网上咨询周”活动将于
7月22日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正
式启动。

根据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
填报时间安排，今年网上咨询活动时
间为7月22日至28日，每日咨询时

间为9时至17时。活动期间，全国招
生高校将在线提供咨询服务。同时，
我省还将在该平台举办咨询专场，具
体安排届时将在该平台发布。

广大考生可通过登录教育部“阳
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https：//
gaokao.chsi.com.cn）及关注微信
公众号（“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等方
式参与咨询周活动。

高考网上咨询7月22日开始
海南届时将办咨询专场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李
磊 通讯员 阳志华）海南日报记者7
月13日从海南省军区招生办获悉，
日前，海南省考试局、海南省军区招
生办正式启动2020年度军队院校招
生工作。今年，国防科技大学、海军
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武警
警官学院等15所军队院校计划在我
省招收191名普通高中毕业学生，其

中，女生11名、男生180名。
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可从

海南省考试局网站（网址：ea.hainan.
gov.cn）下载并正反两面打印《军队
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政治
考核表》，或到报考所在地县（市、区）
人民武装部领取考核表，如实填报个
人信息后，务必于7月25日前到高考
报考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武装部报名

参加政治考核，并在人武部的指导下
完成个人信息采集和开展后续工作。

按照计划，7月30日，省考试局
网站将公布入围参加面试和军检考
生名单；8月2日至5日，省军区招生
办将在海口市统一组织入围考生进
行面试和军检；8月4日，省考试局
网站公布初检合格考生名单，并于8
月6日公布考生最终军检结果。

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启动
在我省招收191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关注高考

外媒看海南

本报讯（记者陈奕霖）据参考消
息网7月13日报道，西班牙《国家报》
网站7月12日发表署名海梅·桑蒂尔
索的题为《一个岛的可能性：中国经济

的未来在海南》的文章称，疫情之后世
界将变得更加地区化，建设一个新的
强大的亚洲一体化地区，海南就是这
个地区的中心点。

文章提到，海南是中国最南端的
省份，拥有热带天堂的一切。2019
年，海南省接待了8300万国内外游

客，面对国际环境和疫情冲击，中国计
划让海南岛成为全球贸易的重点。未
来海南将转变为“自由贸易港”，经营
范围更大于以货物运输为主的传统

“自由贸易区”。根据《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到2025年，初步建
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

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到
203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体系和运作
模式更加成熟。到本世纪中叶，全面
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
由贸易港。

文章中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
学教授徐斌（音）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

示：“这不是一个短期计划，而是一个长
期计划，旨在表明中国将继续开放。”徐
斌认为，疫情之后世界将变得更加地区
化，建设一个新的强大的亚洲一体化地
区，海南就是这个地区的中心点。它
的地缘战略地位将使广州的制造业与
香港和深圳的金融市场连接起来。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

海南自贸港将助中国更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