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获取
海口市首批上
线59所公办幼
儿园相关信息

重点管理区
海口市建成区以及由市公安机关划定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的其他区域
实行犬只狂犬病强制免疫和养犬登记制度
每户限养一只（超出限养数量的犬只不予办理登记）

在重点管理区“三不得”
束犬链（绳）长度不得超过1.5米
不得放任犬只恐吓、伤害他人
不得携犬乘坐公共汽车、城市轨道交通等大、中型公共交通工具

一般管理区
禁止养犬区和重点管理区以外的区域，实行犬只狂犬病强制免疫制度制图/杨薇

养犬管理范围
海口市行政区域内

三个管理区域
禁止养犬区、重点管理区、一般管理区

禁止养犬区
机关办公区、医院、幼儿园、学校教学区、学生宿舍区、单位员工共同居住的集体宿体宿

舍区，以及由市公安机关划定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的其他禁止养犬区域区域
不得饲养、繁殖、携带、经营任何犬只（盲人、肢体重残人士等携带导盲犬等扶助犬的除外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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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计思
佳）8月6日下午，海口市教育局召开
公办幼儿园招生方案媒体通气会。海
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海口市公办
幼儿园入园申请服务平台首批将上线
59所公办园供家长申报，计划招生
13854人。其中，小班6718人、中班
3888人、大班3248人。招生不满的，
后续转型的公办幼儿园由各区自行组
织招生。

会上，海口市教育局基教科相关
负责人回应家长关心的热点问题：

1.为什么现在扫海口市公办幼儿园入
园申请服务平台的二维码还是注册不了？

答：目前平台还没正式上线。8月
7日8：00，海口市公办幼儿园入园申请
服务平台正式上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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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教育局网
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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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孩子的入园年龄是硬性要求吗？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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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报了海口市直属的幼儿园，还
可以报区属的幼儿园吗？

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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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其他
条件的情况下，监护人可以申报2所市
直属幼儿园；1所市直属、1所区属幼儿
园；2所区属幼儿园；1所户籍地区属幼
儿园、1所居住地区属幼儿园均可。

4.报名申请两所公办园，两所幼
儿园摇号时间不一样。其中1所幼儿
园摇号中了后，会影响后 1 所报名幼

儿园的摇号吗？
答：同时申报两所公办幼儿园，其

中一所摇中了，不影响另一所的摇
号。最终录取幼儿园以监护人完成资
格审核和注册的幼儿园为准。

5.孩子户口在秀英区，平时居住
在琼山区，可以申请琼山区的公办幼
儿园学位吗？

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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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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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居住时间有限制吗？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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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居住时间没有限制。

7.可以申请中班和大班学位吗？
答：部分公办幼儿园可提供中班、

大班学位供申请，具体情况看各公办
园学位情况而定。新建幼儿园的小、
中、大班同步招生。同时幼儿需要达
到年龄要求。

8.是不是所有幼儿园都在7日起
开始申请学位？

答：部分“民转公”幼儿园因手续
原因，目前教育部门正在加紧推进，或
在第二批进行摇号。有需要的家长可
持续关注。

9.民转公的幼儿园需要摇号吗？
答：海口市教育局统筹市直属幼

儿园招生工作，区属幼儿园招生工作
由各区教育局结合本区实际组织实

施。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具体招生办法
由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幼儿园布局、回
收方式等因素确定。

10.双胞胎或多胞胎该如何摇号？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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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教育局回应59所公办幼儿园网上申报招生热点问题

幼儿园招生，你关心的都在这里

深化文明大行动 创建海南文明岛

本报牙叉8月6日电（记者曾毓慧）主干
道两侧部分公益宣传标识已明显褪色或残缺
不齐、机动车不时违停在公交站台“黄线”网格
线内……8月6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走访白
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主城区部分路段时，发现
上述几处“瑕疵”。

在牙叉镇牙叉中路旁的加油站路段，
路边醒目的标识提醒宾客即将进入白沙
主城区。宣传标识的马路对面，一块悬挂
在塔架上的大型彩色公益宣传海报已褪
色成黑白色调，部分图案及字迹依稀可

辨，而在旁边，原先用于疫情防控期间检
查站的蓝色帐篷以及水马已斜耷在路边
的杂草堆里。

牙叉东路的白沙公安局路段，由于路边施
工，相关单位在人行道旁筑起了一道数十米长
的围挡，一些宣传标识已明显褪色，且有部分
破败。在该路段的民族商场以及思源小学附
近，有几辆机动车违停在“黄线”网格线范围
里。此外，在滨河北路靠近桥北路这侧，由于
周边餐饮店较为密集，原本并不宽敞的路面上
违停着好几辆汽车。

白沙主城区

宣传标识破损 车辆道路违停
本报五指山8月6日电（记者谢凯）城市主

干道禁止停车路段随意停车、垃圾不进垃圾桶、猫
狗在街道路边乱窜……这是8月6日下午海南日
报记者在五指山市区主要街道观察到的现象。

当天16时30分左右，海南日报记者在位
于五指山市区山庄路的旅游山庄饭店门前看
到，车道旁的人行道上有3条没有戴牵引绳的
狗在“追逐打闹”。而在五指山市区的雅蓄路、
河北西路、山庄路、通畅路、翡翠大道等主要街
道上都有一些没有戴牵引绳的家猫家狗或流浪
狗在车道和人行道上乱窜。

除了猫狗乱窜街道外，在五指山市区主要
街道，小汽车随意停放的问题较为凸显。当天
17时10分左右，海南日报记者在五指山市越
丰路中国移动营业厅附近看到，尽管街道竖有

“全路段禁止停车”的标志牌，但在由东往西的
车道上还是停放了数十辆小汽车，由于越丰路
连接三月三大道，是目前进入五指山市区的主
干道，车流量较大，随意停放路边的车辆对正常
行进的车辆造成一定影响，一些正常行驶的车
辆需要压着道路中间的黄色实线避让车道上的
非机动车。

五指山市区

猫狗随便乱窜 车辆随意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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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美育浸润行动
计划项目落地文昌
带动我省中小学校美育改革发展

本报文城8月6日电（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8月6日，教育部美育浸润行动计划项目
海南师范大学基地学校挂牌仪式暨美育成果展在
文昌举行。展览展出了志愿者们精心制作的美育
教具，文昌当地学生的创意作品及文创衍生产品。

据悉，2019年11月，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对口支持文昌市联东中学项目入选教育部体育美
育浸润行动计划。该项目以文昌当地学生的自身
发展特点为基础，引导学生对海南文化进行更深
入的了解与学习，推动我省乡村美术教育发展。

项目启动后，海南师范大学与文昌市联东中
学围绕美育课程教学、美育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建
设、区域教师队伍建设等4个方面的内容，开设了

“传统书画”“文昌传统民居文化”“传统手工艺”和
“综合材料绘画”等4个工作坊，开发了中国画、灰
塑、纸艺、定格动画和景泰蓝掐丝工艺画等美育专
项课程。

接下来，海南师范大学将利用高校美育教师
和学生力量，为以文昌市联东中学以其3个教学
点为主的文昌农村地区中小学校，持续性地提供
美育课程教学、社团活动、校园文化建设、教师培
训等定向精准帮扶和志愿服务，推动中小学美育
日常化、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切实提高教学水平
和教育质量，努力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有公平而
有质量的美育教育。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充
分激发我省中小学校美育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
形成多方联动、开放高效、富有活力的中小学美育
新格局，共同推进我省美育教育特色化发展。

海口启动2020年
资助贫困大学新生活动
280名新生每人可获5000元资助

本报海口8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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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
实解决贫困家庭中品学兼优的大学新生学费问
题，帮助实现求学梦想，该市启动2020年资助贫
困大学新生活动，包含“爱心助学”“计划生育特困
家庭子女大学新生奖励”两个项目。

“爱心助学”由海口市教育局牵头组织实施，
资助考取本科高等院校的贫困家庭优秀大学新
生；资助考取高职专科院校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农村低保家庭（农村特困供养）大学新生。计划资
助贫困家庭大学新生180名，人均一次性资助学
费5000元，其中10万元资助考取高职专科院校
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农村低保家庭（农村特困供
养）大学新生20名。

“计划生育特困家庭子女大学新生奖励”由海
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组织实施，奖励符合计
划生育特困家庭子女大学新生奖励条件的本、专
科大学新生。“计划生育特困家庭子女大学新生奖
励”活动计划资金资助100名贫困家庭大学新生，
人均一次性资助5000元。

此次活动由学校向学生发放申请表格，指导
学生填写和告知所需材料；并组织学生在海南助
学网进行注册，并完善信息。由海口市教育局审
定最终确定受助学生名单，并不迟于8月31日前
（如有疫情或其他特殊情况，时间相应顺延），在高
中学校、海口市教育局官网进行不少于5天的公
示。公示期内有反馈、举报、投诉等情况，一经核
实情况，予以当事人取消资助资格。

我省启动2020年全国
足球特色幼儿园创建工作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海南日报记者8月6日从省教育厅获悉，
我省2020年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创建工作已经
启动，各地各校将通过参与创建工作，推进幼儿足
球普及，夯实校园足球发展根基，帮助幼儿在体育
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足球特色幼
儿园创建工作，统筹协调、精心组织，抓紧做好足
球特色幼儿园创建的申报工作，同时要以创建足
球特色幼儿园为契机，建立幼儿足球工作运行机
制，丰富幼儿足球教学内容，创新幼儿足球教学手
段，推动足球特色幼儿园建设扎实开展。

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创建原则、创建程序及
申报要求可登录省教育厅官网查看。

海口市美兰区今年
将新增960个学位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张期望 实习生
贺千禧 通讯员王聘钊）8月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刚刚闭幕的海口市美兰区七届人大七次会议上获
悉，今年，该区将新增初中学位300个，小学学位
630个，并力争实现公办幼儿园就读幼儿占比达
5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的目标。

据了解，今年美兰区将着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以实现义务教育向优质均衡发展为目标，高
水平推进“一校两园”建设，改扩建海联中学、新埠
中心小学、白沙门小学等3所中小学，新增初中学
位300个、小学学位630个。目前，该区已完成白
沙门小学改扩建、新增小学学位400个。

今年下半年，该区将加快白沙门幼儿园、万兴
幼儿园等公办幼儿园建设进度，通过小区配套幼
儿园专项治理、回收国有资产举办公办园、租赁民
办园转公办园等方式，力争实现公办幼儿园就读
幼儿占比达5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
的目标。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

2020年8月4日，海口市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9号公布《海口市养犬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自2021年1月1日
起施行。8月6日上午，海口市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海口市公安局
城市警察支队举办新闻发布会就《条
例》内容进行解读。

扩大适用范围
划分禁止养犬区、重点

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

2008年，海口市制定了《城市养
犬管理条例》。目前海口行政区域内
养犬数量已超过10万只，特别是由于
近几年旧城改造步伐加快，因居住环
境变化而出现大量遗弃犬只，城市管
理问题和社会矛盾加剧。为了更好地
规范养犬行为，海口迫切需要对原《条
例》进行修订。

此次修订后的《条例》扩大了适用
范围，将原《条例》中的“本市城市建成
区内”修改为“本市行政区域内”。同

时，明确海口市养犬按照禁止养犬区、
重点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实行分区域
管理。

禁止养犬区不得饲养、繁殖、携
带、经营任何犬只。盲人、肢体重残人
士等携带导盲犬等扶助犬的除外。

重点管理区实行犬只狂犬病强制
免疫和养犬登记制度。重点管理区内
每户限养一只，超出限养数量的犬只
不予办理登记。在重点管理区内饲养
犬只超过限养数量的，由公安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
的，没收超养犬只，每超养一只并处
2000元的罚款。

一般管理区实行犬只狂犬病强制
免疫制度。未经狂犬病免疫的犬只，
不得饲养。

对于为何要求重点管理区内居民
养犬每户限一只，海口市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和海口市公安局城市
警察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常住
人口超过230万人，按照每4人一户计
算，有约60万户，基数相当庞大。作出
每户限养一只的决定是综合衡量了海
口的区域人口密度、犬只管理成本和
城市承载力等多种因素。同时，限养
一只也是当前国内其他城市犬只管理
政策中的普遍做法。

规范养犬行为
重点管理区内携犬出

户束犬链不得超过1.5米

近几年，因居民养犬日益增多，犬
只伤人、扰民以及污染环境等引发的
城市管理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海口每
年的犬只伤人事件都超过2万起，且
呈上升趋势；犬吠扰民、犬只随地便溺
等110平台涉犬类警情和12345政府
服务热线投诉逐年递增，仅去年投诉
量就高达9859件。

从源头上避免、减少涉犬纠纷，规范
养犬行为，《条例》明确，养犬人和犬只经
营者不得放任犬吠影响他人正常生活、
不得污染环境、不得遗弃犬只等，饲养被
列入重点管理区禁养名录的犬只应当圈
养或者拴养，其他犬只提倡拴养。犬吠、
养犬污染环境影响他人正常生活的，由
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警告后仍不改正的，
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在重点管理区，携犬出户要由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牵领或者携
带；为犬只束犬链（绳），犬链（绳）长度
不得超过1.5米；即时清理犬只排泄
物；不得放任犬只恐吓、伤害他人；不

得携犬乘坐公共汽车、城市轨道交通
等大、中型公共交通工具；携犬乘坐小
型出租汽车时，应征得驾驶员同意；携
犬乘坐电梯时，采取为犬只佩戴嘴套
或者将犬只装入犬笼、犬袋等有效防
护措施；避让他人，特别是老年人、残
疾人、孕妇和儿童等。

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人应当立
即将伤者送至医疗机构诊治，先行支
付医疗费用，并在24小时内将伤人犬
只送至犬类收容场所，不得隐匿、转
移；伤人犬只需要进行检测的，相关费
用由养犬人承担。未在24小时内将
伤人犬只送至犬类收容场所或者需要
对犬只进行检测时拒不检测的，由公
安机关没收犬只。

取消养犬管理费
实行智能犬牌、电子标

识管理制度

犬只免疫、登记是养犬管理的重
要环节和基础性工作，也是管理实践
中的棘手问题。《条例》明确办理养犬
登记的时限，办理登记的最小犬龄为
90日。饲养犬只应当在犬龄满90日
起15日内到公安部门养犬登记机关
办理养犬登记，并取得养犬登记证。

明确饲养犬只必须取得犬类免疫证
明，并以此作为重点管理区养犬登记
和延续的必备条件。

《条例》还对外地犬只、境外犬只
的免疫、检疫、备案和登记管理等作出
规定，避免因海南自由贸易港人员进
出自由便利而出现管理空白。携带外
地犬只进入本市停留7日以上6个月
以内的，应当自进入海口市起7日内
到公安部门养犬登记机关备案。连续
停留时间超过6个月的，应当办理养
犬登记手续。

在养犬收费方面，《条例》明确，要
取消收取养犬管理费。为了实现对饲
养的犬只更有效、便捷地管理，实行智
能犬牌、电子标识管理制度，利用高科
技智能方式进行管理。

“我们计划通过智能犬牌、电子芯
片、电子养犬登记证3个方面来推广犬
只智能化管理，提高犬只的免疫率和
办证率，精准查询伤人犬、遗弃犬犬主
信息，增加意外跑丢犬只的找回几率，
降低流浪犬的数量。同时，海口已开
通了网上办理养犬登记证的服务，市
民登录‘椰城犬管’微信公众号，足不
出户就可以给犬只办理登记或进行年
审。”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本报海口8月6日讯）

海口明年1月起实施新的养犬管理条例，重点管理区内居民养犬每户限一只

家有犬只如何养？

8月6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一个食堂，用餐者在用餐完后，
自觉地排队将餐具回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8月5日，在儋州市白马井镇，几个男孩骑车时“耍杂技”，让
人捏一把汗。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排队放餐盘 骑车“耍杂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