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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文明大行动 创建海南文明岛

本报海口8月5日讯 （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李梦楠）落实“门前三
包”责任制，是深化城市文明创建的
重要抓手，不仅考验着一座城市的管
理水平，也是城市文明宜居程度的重
要体现。8月4日至5日，海南日报
记者走访了海口市的多条街巷，发现
部分商铺、市场等单位“门前三包”责
任制落实不到位，其中烟头纸屑乱
丢、门前杂物乱堆、各类车辆乱停等
不文明现象相对突出。

在海口龙华区月朗新村便民巷

内，记者发现，在街头巷尾和商铺门
前，烟头、槟榔渣、餐巾纸等垃圾不时
可见，有的市民还将自行车、电动车
直接停放在餐饮店的桌椅旁，影响大
家出行。

距离该街巷不远的海口龙华农
贸市场同样存在不文明现象——市
场门前散落着烟头和蔬菜碎渣，而此
处距离垃圾桶仅几步之遥。市场内，
摊主处理蔬菜时掉落的菜叶，被来往
的人群踩踏后形成污渍；市场后门的
巷子里，烟盒、果核、塑料袋等垃圾漂

浮在雨后的积水中。
记者通过走访还发现，不少农贸

市场同样存在污水乱排、杂物堆放、
异味较重、车辆乱停乱放、“门前三
包”责任书签订不规范等问题。

海口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的环卫工人许女士介绍，有的店铺
会在环卫工人清扫后，又把店内垃圾
直接堆放在门外，经过她和同事们的
劝阻，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但市
民、商户乱丢烟头的问题仍旧突出，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工作量。”

在海口市龙华路经营一家饮品
店的林女士也表示，虽然平日里她会
劝阻客人不要抽烟，更不要乱丢烟
头，但有些客人仍然我行我素、不听
劝阻。店内一忙，她分身乏术，对这
种行为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门前三包’工作不好做。”海南
珠江物业和风江岸物业服务中心客
服部副经理陈邦龙介绍，和风江岸小
区外有40多家商铺。为落实这些商
铺的“门前三包”责任制，在店铺入驻
时，物业人员就会与店主强调有关内

容。平日里，他与同事会不定时前往
商铺抽查，保安人员巡逻时也会对不
文明现象进行拍照，并通知物业人员
与商铺店主沟通。

“今年以来，我们没有接到一起
关于商铺‘门前三包’工作的投诉电
话，这说明我们的做法很有效。”陈邦
龙说，目前海口正在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下一步他计划建立一个商铺店主
群，向各店主科普垃圾分类知识、宣
传文明经营行为，呼吁大家为文明创
建工作贡献力量。

海口部分商铺、市场等单位“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车辆乱停难出行 垃圾乱丢惹人忧

海口公办幼儿园招生平台明起开放申请
每人最多选报2所幼儿园

关注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实习生 李秋萩

“我们看中海报集团金秋车展的人
流量和购买力，厂家也重视此次车展，
支持了JCW中级展具设施，将为消费
者带来更高端的购车体验。”近日，海南
宝悦MINI销售经理陈志远介绍，本次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上，宝马MINI将有
CLUBMAN JCW、MINI country-
man、拉古那蓝敞篷限量等备受关注的
新车型在海南进行首次展示。

陈志远表示，往年参加海报集
团金秋车展销量都不错。金秋车展
举办时间为 9月，因为今年疫情的
影响，海南在此之前积压汽车消费

市场潜力将会在车展上爆发，此次
车展也将成为今年最后一个汽车销
售高潮。

据介绍，为让海南车友有更多的
参展体验，近日在成都车展中国首发
的新一季MINI countryman将亮相
于今年海报集团金秋车展。这次中期
改款有很多振奋人心的新设计：新增
加了一款配色“尤加利青”；外观全新
升级，全新“米”字旗尾灯，刹车指示灯
集成于尾灯当中，还配备了全新的“钢
琴黑”外观套件。最后是内饰和配置
升级，全新麦芽棕和靛蓝色双色可选
Nappa真皮座椅。全新内饰表面暗
银色；中控区域全新升级触控；全新

5.0寸数字仪表盘；增配Apple Car-
play；电动尾门、自动空调等。

另外，两款限量版车型CLUB-
MAN JCW 复古绿和MINI CAB-
RIO COOPERS 拉古纳蓝也将在车
展亮相。

陈志远介绍，车展期间恰逢海南
宝悦进入海南15年，特推出限量15
台赠送保养、双核镀晶的豪华礼包。
为回馈海南车友，车展上购车，购车人
将免费享受到价值万元的4年或6万
公里常规机油保养、双核镀晶、登机箱
等大礼包以及一年内的鲜花配送。此
外，购车人还可享受0利率、0首付、免
抵押、最长8年还款期，购置税、车辆
保险皆可贷款，旧车置换最高补贴
8000元等多项优惠。

（本报海口8月5日讯）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抢“鲜”看——

宝马MINI新车型将首次亮相

定安认定26家
普惠性民办园

本报定城8月5日电（记者叶媛
媛）海南日报记者8月5日从定安县
教育局获悉，该局近期对全县自主申
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评定的29家民
办幼儿园进行现场认定工作，最终共
有26家达标。其中，定城镇17家、新
竹镇2家、黄竹镇2家、龙湖镇1家、龙
河镇1家、岭口镇1家、翰林镇2家。

在特派督导组指导下

儋州警方打掉
一涉黑涉恶卖淫团伙

本报那大8月5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赵
志钢）海南日报记者从全国扫黑办海南特派督导
组获悉，在督导组的全程指导下，8月3日晚，儋州
市公安局对那大镇一涉黑涉恶卖淫团伙开展代号
为“净土行动”的统一收网行动，查封卖淫窝点3
个，冻结银行账户188个，金额约300万元。

据了解，全国扫黑办海南特派督导组进驻儋
州期间，不断接到群众来信来电举报，反映儋州市
那大镇地区，晚上有“站街女”招揽嫖客，严重败坏
社会风气。督导组通过实地暗访发现，群众举报
情况基本属实。

督导组针对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初步认
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卖淫团伙案。督导组及时将
暗访发现的问题线索移交儋州市公安局，责成其
认真分析研判，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7月28日，儋州市公安局接到督导组交办线
索后，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有针对性开展了秘密
侦查，全面掌握该团伙的活动规律。8月3日展开
统一收网行动。20个抓捕组在全市范围内同时
出击，一举摧毁了这个盘踞儋州城区多年的犯罪
团伙。

全国扫黑办海南特派督导组希望广大群众针
对身边的黑恶势力和行业乱象积极举报，共同为
儋州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举报电话：
18876621415。

扫黑除恶进行时

海口征集王海鸥、黎如财
涉黑涉恶团伙违法犯罪线索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陈烽）8月5日，海口市公安局发布关于检举揭发
王海鸥、黎如财涉黑涉恶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线索
的通告。

据了解，近日海口市公安局正在组织侦办以
王海鸥、黎如财（外号“蔡九”）、王式壮（外号“鸭仔
弟”）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案件，抓获了黎如
财、杨慰锋、杨海弟、谢文红等多名犯罪嫌疑人。
经查，该团伙在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演丰镇一带
长期实施故意伤害、敲诈勒索、开设赌场、强占土
地等违法犯罪活动，对当地经济、社会、生产活动
秩序造成严重破坏。

为了进一步深挖犯罪线索，彻底摧毁该犯罪
团伙，公安机关号召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同
违法犯罪作斗争，主动检举揭发该犯罪团伙违法
犯罪线索。举报地点为海口市美兰区万兴路7号
海口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举报电话：姚警官
18289735442、何警官15120966931。

我省启动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受理工作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谢华荣）海南日报记者8月
5日从国开行海南省分行获悉，我省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全面
启动。考虑到高考延期等因素，今年
受理时间延长至10月10日。

今年新申请的助学贷款有三大
调整：一是还本宽限期从3年延长至
5年；二是贷款期限从原来的剩余学
制加13年、最长不超过20年调整为
剩余学制加 15 年、最长不超过 22
年；三是利率按照五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5Y）减30个基点执行。
对于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
日制普通本专科及研究生均可申请
助学贷款，贷款额度以学费和住宿费
标准确定，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每人每
年申请额度不超过8000元，全日制
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额度不超过1.2
万元。

具体情况海南学子可咨询户籍所
在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南航恢复无成人陪伴
儿童服务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李红波 实习生余力铭）海南日报记者8月5日从
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获悉，自6月8日南航海南
分公司恢复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以来，已服务约
140人，预计本月中、远程航线的无成人陪伴儿童
服务需求将持续增加。

据悉，南航接受运输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指年
满5周岁但未满12周岁的儿童。想要办理无成
人陪伴儿童服务的旅客，需在购买机票时提出申
请，父母或监护人携带本人及儿童有效身份证件，
到机场南航服务柜台办理相关手续。无成人陪伴
儿童应由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陪送到乘机地点，
并提供接送人姓名、地址和联系电话号码，接机人
必须是申请单上登记的人员。

海口户籍市民足不出户
可完成新生儿落户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林新
宇）8月5日上午，省人民医院产科里，海口市民陈
先生为刚出生不久的宝宝取出生证明。护士特意
告诉陈先生，拿到出生证明后可以通过手机提交新
生儿落户资料，足不出户完成新生儿落户全部流
程。据悉，这是省人民医院与海口市公安局进行警
医联动，推出的便民服务。

据悉，市民不用到服务大厅，只要坐在家里，
通过“椰城警民通”微信公众号即可完成新生儿落
户，这是海口警方推出的“不见面审批”服务市民
的新举措。海口市公安局户政处民警刘洋表示，
新生儿父母只要其中一方为海口市户籍的，都可
以享受这项便民服务。

海南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处长吴斌介绍，医院
一直以来以患者需求为服务方向，得知海口警方
推出“不见面审批”落户举措后，为了让更多产妇
家庭在新生儿落户中享受便利服务，主动联系海
口市公安局进行警医联动。

“我们从7月中旬开始试行，凡是在医院的产
妇家庭，我们的医护人员都会主动为其介绍手机办
理新生儿落户的流程和方法。”海南省人民医院产
科主任陈小菊介绍，在领取出生证明后，通过关注

“椰城警民通”微信公众号，根据提示步骤完成资料
上传即可。资料提交后，申请事项审批通过后新生
儿父母还可以选择“窗口办理”或“邮寄办理”。

“这样避免了新生儿家人到派出所排队提交
资料的麻烦，以往有些资料携带不齐的还需要多
跑好几次。”陈小菊说，网上提交资料的审批速度
也非常快，可以做到当天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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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号派位时间

近日，在海南省图书馆，市民安静有序看书。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8月5日，在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一家单位，饮料瓶散落一地。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垃圾成堆文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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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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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8时至8月12日17时 8月13日至16日

申请时间 信息初核时间

8月23日前
制图/孙发强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

近日，海口市教育局印发《2020
年秋季海口市公办幼儿园招生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根据方案，今
年海口市城区公办幼儿园招生主要呈
以下新变化：家长须在网络平台进行
申请登记，平台8月7日开放申请；每
人最多选2所幼儿园报名；非海口户
籍幼儿需提供在辖区内居住的相应证
明等。

网上申请时间
截至8月12日17时

根据《方案》，与往年各幼儿园单
独组织摇号不同，今年想要给孩子报
名公办幼儿园的海口家长，须于规定
时间内在“海口市公办幼儿园入园申
请服务平台”进行申请登记。

网上申请时间为8月7日8时至
8月12日17时。符合报名条件的幼
儿监护人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海口教
育发布”微信公众号或海口市教育局
网站，进入“海口市公办幼儿园入园申
请服务平台”，完成网上申请登记。

在系统关闭前，申请人可对个人
信息和申请事项进行修改，系统以报
名截止时的填报信息为准，逾期未完
成填写或未提交的报名信息为无效
信息。家长须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如有弄虚作假、填写错误或年龄不符
合者，将取消摇号或入园资格。网上
申请不分先后次序，家长需合理安排
报名时间。

海口市教育局提醒，家长们不要
等到最后1小时再提交申请，扎堆提交
可能造成网络阻塞，影响提交结果。

信息初核时间为8月13日至16
日。初核结果以各区各园网站、微信
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公告为准。

摇号派位时间为 8月 23日前。
海口市直属公办幼儿园统一摇号时
间、摇号地址另行通知。区属公办幼
儿园摇号时间由各区在规定时间区间
内自行确定。

每人最多选
两所幼儿园报名

往年，家长可以报名参加海口多
家城区公办园的摇号，并不限制数
量。今年，根据《方案》，适龄幼儿监护
人可在其符合条件的招生区域内最多
选择两所公办幼儿园进行申请。

公办幼儿园招生对象为：持有招
生区域内户籍或在招生区域内居住的
适龄幼儿。适龄幼儿户籍迁入日截至
报名申请结束当日。区属幼儿园招生
对象具体条件由各区教育局根据相关
要求进行细化，并负责解释和实施。

申请学前教育学位有年龄要求。

其中，小班要求 2016 年 9月 1日至
2017年8月31日期间出生的身体健
康的适龄幼儿，中班要求2015年9月
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出生的
身体健康的适龄幼儿，大班要求2014
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
出生的身体健康的适龄幼儿。

海口市直属幼儿园面向全市招
生，海口户籍或居住在海口的适龄幼
儿均可申请。区属幼儿园面向全区招
生，该区户籍或居住在该区的适龄幼
儿均可申请。

对于非海口户籍的幼儿，如何证明
其在报名幼儿园招生区域内居住？海
口市教育局基教科相关负责人解释，各
区各幼儿园可制定细化要求，通常居住
证、房产证、房屋租赁证等能证明在招
生区域内居住的有效证明均可。

幼儿园招生未满
可组织第二轮摇号

根据《方案》，符合条件的申请入园
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公办幼儿园要采
取电脑摇号的方式确定入园录取名
单。流程包括：网上申请、信息初核、摇
号派位、资格审核、组织体检、录取注
册。符合条件的申请入园人数少于招
生计划的公办幼儿园由幼儿园全部接
收，剩余计划由幼儿园自行组织第二轮
招生工作，务必满园招生，用足学位。

据介绍，第一次摇号按照幼儿园
的招生计划，随机抽取拟录取幼儿名
单。第二次摇号随机依次抽取幼儿园
递补幼儿名单，不少于10名。资格审
核时间由各幼儿园通知家长。

双胞胎该如何摇号？海口市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回应，双胞胎（多胞胎）参
加电脑摇号，申请人可选择“一号派位，
同园录取”方式进行申请。网上报名
时，注明“双胞胎或多胞胎”。如摇中幼
儿是双胞胎或多胞胎，该幼儿将取得2
个或多个拟录取资格。如果随机抽取
录取幼儿名单中最后一学位为双胞胎
幼儿，则双胞胎幼儿同时被录取。

凡进入拟录取名单的幼儿，其监
护人须持有关证明材料按幼儿园通知
的时间到幼儿园进行资格审核和注
册。材料包括：监护人（父母双方）与
幼儿的户口簿；幼儿出生证；监护人
（父母双方）身份证；预防接种本及审
核报告；一寸照片（两张）。逾期不办
理资格审核的，将被取消录取资格。

根据要求，在摇出拟录取名单后，
各园应再摇出若干名递补幼儿名单。
在出现拟录取幼儿体检不合格、主动
放弃学位、逾期不交材料等导致名额
空缺的情况时，将从递补幼儿名单中
依次等额递补。如果拟录取名单没有
出现空缺情况，递补名单将不会被启
用。补录幼儿的名单以幼儿园通知为
准。 （本报海口8月5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