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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从7月28日下午
召开的《2020年海口市义务教育学
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
则》）媒体通气会上获悉，今年秋季，
海口小学共计划招生39985人，初中
共计划招生31232人。有4所新建
学校、3所改扩建学校交付使用。相
比2019年，今年海口城区新增小学
招生计划约2500个。

海口市教育局基教科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海口全市小学共计划招
收899个班，计划招生39985人。其
中，海口城区公办小学招生学校共81

所，共计划招收479个班23490人。
民办共有47所小学参加招生，计划
招收188个班6920人。乡镇小学招
生由各区教育部门和学校再组织，乡
镇学校共计划招收 232 个班 9575
人。海口全市初中共 61所学校招
生，计划招生663个班31232人。

同时，海口今年有 4所新建学
校、3所改扩建学校将于秋季投入使
用，均为公办学校。4所新建学校分
别为：海南白驹学校椰海分校、海口
龙岐小学、海口市康安学校、海口市
新海学校；3所改扩建学校分别为：
海口白沙门小学、海口府城中学、海

口琼山十二小。新建学校和改扩建
学校，共新增小学学位7660个，初
中学位2950个。需要说明的是，这
些学校今年秋季基本都是在起始年
级，即小学一年级或初中一年级招
生，所以今年秋季可用于招生的是
部分学位。

该负责人表示，海口公办中小学
的划片主要根据片区内人口及适龄
学生人数，学校布局规划进行划定。
因今年有新建学校投入使用，个别学
校的划片范围做了微调，但总体和去
年没有太大变化。家长可下载并登
录“码上办事”App，查询居住地的划

片对口学校。但查询结果有可能存
在误差，仅供参考，具体以《细则》中
明确的划片范围为准。

海口发布今秋小学初中招生数量计划
城区新增小学招生计划约25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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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中小学
就近入学划片公布
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

本报三亚7月28日电（记者李
艳玫）7月28日，三亚市教育局印发
《三亚市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就
近入学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根据《通知》，今年该市对三
亚户籍儿童少年，以户籍为依据，坚持

“免试、就近、划片”的入学原则；对外
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采取“相对就
近、统筹安排”的入学原则。

据悉，三亚市小学一年级招生对
象为年满6周岁（即2014年8月31日
前出生），具有三亚户籍或在三亚居住
且符合在三亚就读条件的适龄儿童，
七年级招生对象为已完成小学六年级
学业的小学毕业生。

该市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从8月
1日至8月10日同步开始招生登记工
作，并提供便利化的招生登记服务。
严禁学校采用提前面试、协议招生、提
供学业成绩、证书证明等为依据的提
前招生。新迁入的本市户籍儿童迁入
学校所服务区域内的时间不得晚于
2020年8月1日，在此时间后迁入的，
按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入学方式
统筹安排。

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校属于

“一市（县）两校一园”优质资源引进工
程学校，根据合作办学协议要求，尊重
合作办学方办学自主权，两所学校在
满足所服务区域内户籍学生入学需求
的前提下，招生方案报市教育局审定
后向社会公布。

文昌侨南投资有限公司拟建的“天成·文锦里”项目二期，位于文
昌市文城镇和平南路南侧和平里地段。天成·文锦里涉及控规B-
03-03地块总用地面积15.64亩，市政府批复同意B-03-03地块用
地性质RB商住用地，容积率2.5，建筑密度为≤38%，建筑高度为≤45
米，绿地率为≥28%，建设单位编制的规划设计方案，于2020年5月
29日经专家评审会审议通过，项目规划方案指标为：总建筑面积
38940.47平方米，容积率2.5，建筑密度34%，绿地率28%，建筑高度
45米。天成·文锦里项目二期拟建内容为 5号商住楼建筑面积
10586.44平方米，6号商住楼建筑面积3825.15平方米，7号商住楼建
筑面积3879.2平方米，8号商务办公楼建筑面积8763.68平方米，地
下室11886平方米。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
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现按程序对“天成·文锦
里”项目二期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天（2020年7月29日至8
月4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市政府网站；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
见请邮寄到原市国土局二楼，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
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
63332018，联系人:易彪。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20年7月29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天成·文锦里项目修改批前公示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 8月 6日上午10:00时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按现状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
金贸西路15号环海商务领馆19层19D房，建筑面积为141.4m2

（不动产权证号：琼（2020）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0130号）。
拍卖参考价：186.3652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
报名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8月5日下午16:00前

将竞买保证金转入以下账户：户名：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行海口海甸五西路支行，账号：267505744781，并在
中拍平台或联系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
为准）。

特别说明：1、拍卖成交后，过户税费按国家政策规定由买卖
双方各自承担；2、竞买人须自行到相关部门了解并确认符合海
南省当地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

联系电话：0898-31302088 17789896368
13637647779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公告
根据《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法>的通知》（琼办发
〔2006〕18号）和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关于同意调整海南省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周期的函》（琼办函〔2013〕15号）精神，计
划开展海南省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评奖申报
事宜公告如下：

一、在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海南省
行政区域内的组织或公民（具有海南户籍，或在海南从事专职或
兼职研究的人员）公开出版或发表的属于本省的成果，包括专
著、编著（含译著、教材、科普读物、古籍整理出版物、地方志、工
具书等）、论文、研究报告（含调研报告、论证报告、决策咨询报告
等）；在省级及以上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内刊上发表的论文、研
究报告；没有发表但被正厅级以上决策部门采用、推广并出具证
明的研究报告；被副省级（含）以上领导批示的研究报告等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符合规定均可申报评奖。

二、成果申报时间从7月28日起至9月4日止。申报方法：由申
报单位（成果或作者所在单位）受理：大专院校的作者向所在院校科
研管理部门申报；省直单位的作者向所在单位调研部门或办公室申
报；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的作者向本社会组织申报；其他作者向省社
科联规划办申报。

三、本次评奖设专著奖、编著奖、论文奖、研究报告奖四类奖项，每
类奖相应分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根据实际情况，可增设特等
奖，对特别重大的成果进行嘉奖。对获奖作者颁发证书和奖金。

敬请登录海南社会科学网（网址：http：//www. hnskl.net）查询
详情，《评奖申报表》请从该网下载使用。省社科评奖办联系人：蒋老
师，联系电话：65365081；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文坛路2号海南工商职
业学院行政大楼610。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7月28日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计
思佳）每年中小学招生季，海口都会出
现家长早起甚至连夜提前排队等候
取号交材料的火爆场面。7月28日
下午，海口市教育局召开媒体通气
会，就2020年海口市义务教育学生
招生工作进行了解读。海南日报记
者从会上获悉，海口在去年招生工作

“联审联核”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采
用大数据平台对中小学入学信息进
行线上审核，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进一步给家长提供便捷、贴心
的服务。

新增3种移动互联网学
位申请入口

为方便学位申请，海口市今年在市
教育局官网的基础上，新增了“海口教育
发布”微信公众号、“码上办事”App和

“椰城市民云”App等3种移动互联网入
口。至此，海口市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
少年今年将可通过4种入口申请学位。

根据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
儿童少年申请就读海口本市城区公办
学校，均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上述4
种入口之一，如实登记入学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8月6日24时网
上报名截止。此后，报名信息不可修
改。不在规定时间内网上登记入学信
息的，视为放弃本市城区公办学校入
学申请。因特殊情况错过登记的本市
城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可到实际居
住地所在的区教育局登记，由区教育
局视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入学。

线上审核通过不需再
到线下核验

近年来，海南把发展信息化和大
数据作为建设“智慧海南”、支撑自贸

港建设的重要抓手。海口市教育局紧
跟时代发展步伐，将大数据核验纳入
招生工作，切实提升服务质量。

今年海口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采用
海南省大数据平台对申请人填报的入学
信息进行大数据比对核验，主要比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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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核验信息作出初审意见。

据介绍，今年海口市义务教育学
校招生工作坚持非必要不线下原则，
对线上审核未通过或有需要进行现场
核验的，学校主动通知监护人持相关

材料（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到学校进行
现场核验。如需要进一步实地核查
的，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组织。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计
思佳 实习生王俊乐）7月28日上午，
《2020年海口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工作实施细则》发布。按照要求，
今年海口中小学网上报名时间为
7 月 30 日至 8 月 6 日 24 时。与往
年的招生工作相比，今年民办学
校招生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
民办学校实行免试入学，与公办
学校同步招生。符合在本市入学
条件的学生，既可选择在公办学
校就读，也可选择在民办学校就
读，但不可兼报。

根据招生办法，民办学校原则上
在海口市域范围内招生，实行免试入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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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办小学招生按照政策性直招
和志愿摇号派位录取，民办初中招生
按照政策性直招、对口直升和志愿摇
号派位录取。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就
读本市民办学校均须在规定时间内
进行网上报名。

8 月 2 日前，符合政策性直招
和对口直升的，监护人可向民办学
校递交入学申请及相关证明材
料。学校审核后，登记造册；8月 3
日，民办学校向市、区教育局报送
政策性直招和对口直升学生名册，
备案；8月 4日，市、区教育局公布
民办学校政策性直招和对口直升
剩余招生计划数；8 月 6 日 24 时，
网上报名时间截止后，报名信息不
可更改。

8月8日，海口市、区教育局公布
参加摇号派位学校名单。将志愿报

名人数少于学校招生计划数的学生
名单派发到相应民办学校；8月 11
日前，海口市、区教育局完成民办学
校摇号组织工作，公布摇号结果；8
月12日，选报民办学校未被录取的
学生，报名系统自动将信息返回到

“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申请平
台”。片区公办学校审核入学资
格。家长如选择就读其他民办学校
的，可自行联系。

此外，9月 6日前，未完成招生
计划的民办学校还可进行自主招
生。

海口采用大数据平台审核中小学入学信息,新增3种网上申请入口

学位“云”上选 家长少跑腿

海口中小学入学首次实行“公、民”同招
两者不可兼报

老干部老战士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7月28日下午，一批老干
部、老战士来到驻军31646部
队的“朱德元帅”纪念亭前，认
真听取解说员的讲解。

据了解，为纪念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巩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成果，儋州市委组织部
组织西部片区部分老干部、
老战士到部队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儋州禁止公办民办
学校招生“掐尖”
严格控制班额

本报那大7月28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儋州市近日制定
2020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
实施方案，严禁所有公办、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以面试、测试或测评、竞赛、面
谈、培训成绩等形式提前选择生源“掐
尖”，坚决防止对生源地招生秩序造成
冲击。这是海南日报记者7月28日
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儋州市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的
公办学校实行划片招生、生源免试就
近入学。严格执行招生计划，全面化
解大班额，所有普通中小学校严格控
制班额，确保义务教育初始年级不产
生大班额。小学一年级招收截至
2020年8月31日年满六周岁的适龄
儿童，严禁招收不足龄的儿童。初中
一年级招收2020年小学六年级毕业
学生。

民办学校不划分片区，全市学生
均可报名。民办学校如在儋州市招生
不足，经市教育局批准后可跨区域招
生。

《海口市校车安全管理试行办法》
下月起施行

椰城校车有了“身份证”
本报讯 （记者计思佳）海南日报记者获

悉，海口市人民政府已正式印发《海口市校车
安全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海
口市政府职能部门安全管理职责和安全管理
联动机制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对校车服务提供
者从事校车服务工作申请、责任和条件进行了
明确，并对保障校车安全的基础设施条件进行
了规范。该《办法》自2020年 8月1日起施行，
有效期两年。

根据《办法》，学校可以自主配备校车，用于接
送本校学生。同时，依法设立的下列单位可以提
供校车服务：城市公共交通企业；道路旅客运输经
营企业；海口市政府批准从事校车服务工作的校
车服务提供单位。采用校车服务提供者提供校车
服务的学校应当与校车服务提供者签订校车安全
管理责任书，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校车
运行安全管理措施。

对于申请使用校车的学校或校车服务提供
者，海口市政府决定批准的，出具校车使用许可批
准书，由交警部门发放校车标牌。校车标牌应当
记载本车的号牌号码、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行
驶线路、开行时间、停靠站点、发牌单位、有效期限
等信息。校车标牌分前后两块，分别放置于前挡
风窗玻璃右下角和后挡风窗玻璃适当位置。

校车应当配备随车照管人员。低年级学生乘
坐的校车，应当配备不少于1人的随车照管人
员。随车照管人员必须全程随车照看乘车学生。
校车的副驾驶座位不得安排学生乘坐。校车运载
学生过程中，禁止除驾驶人、随车照管人员以外的
人员乘坐。

定安举办纪念海南解放
70周年书画摄影作品展

本报定城7月28日电（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王丽云）7月28日，由定安县委宣传部主办，定安县
旅文局、文联、文化馆等联合承办的“浴血天涯红旗
卷 奋进宝岛万木春——定安县纪念海南解放70
周年书画摄影作品展”在该县田洋公园文体广场开
展。来自各市县的书画摄影爱好者到场观看。

此次活动得到了屯昌县、白沙黎族自治县、澄
迈县等市县书法家、画家和摄影家的大力支持，艺
术家们积极深入定安县雷鸣镇、黄竹镇、翰林镇等
地进行写生创作，以艺术作品的形式传递对革命
先辈的深刻缅怀之情，同时表达了对海南光辉前
程的无限展望。经过多轮的认真评选，最终有百
余幅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优秀作品入
选并参加此次集中示范展出。

据了解，此次书画展旨在以实际行动纪念海
南解放70周年，以艺术作品传播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热情，追寻先辈足迹，见证海南巨
变，激励承志奋斗，同时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文
化生活。

我省直招士官专业出炉
涉及计算机、医学技术等17类101
个军地通用专业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刘
群 赵泉 实习生符贞敏）海南日报记者7月28日
从省征兵办获悉，今年我省直招士官招录专业为：
计算机、汽车制造、建设工程管理、测绘地理信息、
医学技术、航空运输、体育、护理、水上运输、道路
运输、机械设计制造、健康管理与促进、餐饮、通
信、电子信息、外国语言文学、建筑设备，共17类
101个军地通用专业。

据悉，今年直招士官工作与义务兵征集同步
组织实施，从8月1日开始至9月30日结束。应
征青年可以通过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
www.gfbzb.gov.cn）查询直招士官条件和各地
招收专业分布情况，符合专业范围和招收条件的
在线提交报名信息，并根据应征地兵役机关统一
要求，参加体格检查、政治考核等后续招收工作。
被批准服现役的招收对象，由县（市、区）征兵办公
室发给《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其家庭凭《应征公
民入伍通知书》在当地享受军属待遇。因招收专
业和计划限制未能被招收为士官的合格青年，可
以参加义务兵征集，并优先定兵。服义务兵役期
满选取为士官时，在普通高等学校按规定学制就
读的年数视同服役时间。

直招士官入伍时间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
算，部队下达士官任职命令的时间为 2020 年
12月1日。

海口教育部门招生咨询电话

海口市教育局 68724610

海口市教育局审批办 68526732

（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

秀英区教育局 68661219

龙华区教育局 66568640

琼山区教育局 68526216

美兰区教育局 65314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