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多一点
问：收到的短信是“转为线下审

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对于信息不全、不清晰或因情

况特殊而无法做出线上审核的，招生
老师将做出“转为线下审核”的结果。
据介绍，转为线下审核的一般为：租赁
证、社保等没有有效衔接；居住在自建
房、单位房，无法线上核验的等情况。

问：收到短信告知需要重新预约
时间线下审核材料，但短信里预约网
址无法打开，请问网址打不开如何预
约线下审核时间？

答：如果点击短信上链接地址无
法打开，家长可以在“码上办事”App
的“学位申请服务”中点击“申请记
录”，进行预约时间。若学校未开放
预约功能，请家长等待学校通知。

问：转为线下审核的，需要携带
哪些材料配合线下审核？

答：转为线下审核者按照自身情
况，提前准备好所需的全部材料原件
和复印件，按照预约时间到现场审核。

如居住单位房的，除了携带户口
簿等，还要携带单位证明，准备好物
业、水电清单等相关佐证；社保材料
审核未通过的，最好打印出满一年的
社保清单；自建房无房产证的，最好
带齐土地证、社区居委会证明、水电
清单等。

问：审核通过的，是否还需要入户
调查？

答：“审核通过”意味着新生顺利
申请到片区学校学位，无需线下递交
材料，一般不再入户调查，直接按提
示时间到学校领取通知书即可顺利
入学。一些情况特殊者，通过大数据
平台无法核验，需要现场递交材料核
验，若现场核验仍存疑的，需要进一
步实地核查，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组
织入户调查。

问：错过网报怎么办，是否还能
补救？

答：不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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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海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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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海口
市教育局咨询窗口登记并提交材料。

问：申请同一所学校的家长已经
收到了审核通过的短信，为何我的审
核状态还是“审核中”？

答：8月8日至15日均为线上审
核阶段，各学校将在以上时间段内完
成所有学生信息审核。因报名人数
较多，请您耐心等待。

问：系统定位错误，把我分配到
了错误的学区，应该怎么处理？

答：请到所在区教育局登记信
息，或到海口市教育局咨询窗口（地
址：海口市海甸岛三西路15号，海口
市考试中心一楼,下同）申请修改处

理。需要携带申请入学儿童及其监
护人的身份证原件等可证明身份的
相关材料，并提供线上申请时系统生
成的申请编号。窗口工作时间为正
常工作日的上午8：30—12：00，下午
14：00—17：30。

问：本来想申请公办小学学位，
结果申请成了公办中学学位，是否可
以修改？

答：请到所在区教育局登记信
息，或到海口市教育局咨询窗口申请
修改处理。需要携带申请入学儿童
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原件等可证明
身份的相关材料，并提供线上申请时
系统生成的申请编号。

问：线上申请的时候，把居住地
址填错了，导致审核未通过。是否可
以修改？修改需要携带什么材料？

答：请到所在区教育局登记信
息，或到海口市教育局咨询窗口申请
修改处理。需要携带申请入学儿童
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房产证或房屋
租赁证等证明身份以及居住地的原
件材料，并提供线上申请时系统生成
的申请编号。

问：各校划片入学新生名单什么
时候公布？

答：学校公示新生名单时间为：8
月25日—8月27日。

海口中小学义务教育线上审核热点问题解答
系统定位错误、信息修改、错过网报等情况一一有答案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计思
佳）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获
悉，截止8月6日24时，海口市2020年
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网上报名结束。据

统计，全市民办学校网上报名人数均未
超过该校招生计划数。根据《2020年
海口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细
则》，民办学校网上报名人数少于招生

计划时，应全部录取报名学生；当报名
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应实行电脑摇
号、随机录取。据悉，目前，海口市民办
学校将暂不举行电脑摇号派位。

海口市教育局提醒，网上申请民
办学校学位的家长需在8月16日前
（具体日期以学校通知为准）到学校
办理新生报名注册手续。

此外，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民办学
校可继续招生。家长可拨打相关民
办学校招生咨询电话或到学校现场
具体咨询。

海口民办中小学暂不举行电脑摇号派位
家长需在8月16日前到校报名注册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

8月8日至8月15日，
2020年海口市中小学义
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进入
线上审核阶段。经过了数
日的焦急等待后，已有部
分家长接到了审核结果的
通知，有的成功“审核通
过”，有的还在“审核中”，
有的“转为线下审核”，还
有的“审核不通过”。线下
审核需要携带哪些材料？
如何进行网上预约？在线
申报时系统定位错误是否
能修改信息？修改信息需
要哪些材料？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了海口市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以及海口市教育
局咨询窗口工作人员，对
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进
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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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期望 实习生 贺千禧

“总算有位了，我们可以好好享
用午餐了。”8月11日12时，位于海
口市椰海大道上的新城吾悦广场4
楼走廊上人流如织，各餐馆门口排队
座椅上坐满了等待就餐的顾客。在
附近上班的刘益谦和两名同事在三
湘人家餐馆门口排队近20分钟，终
于领号入座，但餐馆门口10多把座
椅上被等候排队的人占满。

三湘人家餐馆内，20多张餐桌早
已被食客填满，服务员小跑着给客人上
菜。“7月初，我们小店营业额就恢复到
去年同期水平。”店长陈德宝高兴地说，
周一至周五，午餐和晚餐高峰期门口排
队的人还不算多的，要是到了周末，中
午1点，晚上8点这两个时段前后等候
用餐的排位椅根本不够用，站着排位的
人有时候甚至会把走廊堵住。

近年来，随着周边楼盘入住率大
幅上升，以及市民的消费潜力得到进
一步挖掘，总建筑面积达50万平方

米的新城吾悦广场，前期投入使用的
商铺面积已经满足不了商户需求。
今年上半年，投资方又利用地下层空
置空间新增了近万平方米商铺面积，
6月份也招商完毕并正式营业。

“从上个月开始，周一至周五，每
天的人流量在4万人次左右，周末超
7万人次。”新城吾悦招商部工作人员
郭苏莹称，尽管疫情期间，该商业综
合体生意一度受到影响，但是这种状
况从6月份开始改善，到了7月初，该
商业综合体人流量已恢复到去年同
期水平，而且呈现出上升趋势。

不仅是新城吾悦广场，友谊阳光
城商业综合体从上个月开始也出现吃
饭购物排队的场景。一组数据显示，
早在3个月前，该商业综合体就恢复
了盈利，如今工作日的人流量也已达
到了4万人次左右，周末节假日人流
量保持在6万至7万人次的水平。

海南日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位
于国兴大道上的日月广场、椰海大道
上的万达广场这两个商业综合体同

样恢复了生机，人流量也赶上了去年
同期水平。而明珠广场、望海国际等
老牌商业综合体同样恢复了往日繁
忙的景象。

“海口商业综合体人流量的回
升，说明海口市民消费欲望回升了，
消费信心也在恢复。”海口市商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商业综合体是海口

餐饮零售业展台，它们的繁华说明海
口消费市场繁华归来。该负责人表
示，这种繁华回归，不仅要归功于我
省及海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得力，更
要归功于自贸港建设各项政策的出
台和营商环境的提升，让商家对市场
有信心，也让市民有能力消费。

（本报海口8月11日电）

三亚新建5000人以上城镇小区必
配非营利性幼儿园

幼儿园将成为
必备公共服务配套

本报三亚8月11日电（记者李艳玫）近日，
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三亚市城市新建住宅区配
建幼儿园管理办法》对新建住宅区项目配建幼儿
园作出管理规定，要求“5000人以上的城镇小区，
必须配建非营利性幼儿园”，进一步完善三亚学前
教育公共服务配套建设。

《办法》明确：对于需要建设配建幼儿园的新
建住宅区地块，在供地前应当征求教育等有关主
管部门的意见，将配建幼儿园作为土地供应条件
纳入供地方案，并将配建幼儿园的建设地块独立
分割办证，按照幼儿园学校每千人学位数不低于
40个的标准配置学位；在房屋销售过程中，不得
作购买房屋可以赠送学位等虚假宣传。

《办法》规定：配建幼儿园属于公共教育资源，
由住宅区建设单位代建。经验收合格完成备案之
日起30日内，无偿移交给教育主管部门接收，由接
收单位统筹管理，并办理不动产权手续；配建幼儿
园的验收应当与住宅区项目的首期验收同步进
行。配建幼儿园未同步建成的、建设不符合工程规
划许可要求的，主管部门对该项目不予通过规划条
件核实、不予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不予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今后三亚每个学龄前儿童都能实现在‘家门
口’上幼儿园，并且是公办幼儿园。这不仅意味着
未来三亚的学前教育将步入‘收费低廉化、入学便
捷化、教学质量标准化’的新时代，同时还意味着
在今后三亚新房市场上，配套幼儿园将不再是某
个项目颇具竞争力的卖点，而是作为一种必备的
公共服务配套而存在。”一名业内人士表示。

海口多个商业综合体恢复生机，人流量赶上去年同期水平

购物+餐饮 回归繁华
海口美兰区
居家示范中心启用
满足社区老年人多层次
养老需求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昂
颖） 8月11日上午，海口市美兰区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示范中心在流水坡社
区启用。

据了解，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示
范中心助力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
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通过采
取公建民营、医养融合、智慧养老等
创新举措，为社区长者提供更富外向
性、层次性、疗愈性的养老服务产品，
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和老年人幸
福指数。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美兰区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示范中心引入专业

管理模式和康养服务品牌团队，合力

打造出集“颐养活动体验”“居家养老

入户服务”“线上互动与服务”为一体

的养老社区生态，更好地满足老年人
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文化、运动健康
需求，打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最后一
公里”。

海南12123交通安全语音
服务热线开通挪车服务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车被挡却又联系不
上车主”的问题，8月11日起，海南省12123交通
安全语音服务热线开通挪车服务。

据介绍，如遇到需要对方车主挪车而对方未
留联系方式时，可拨打12123选择“6”号键，提供
车辆所在位置、挡车车牌号码，热线将在线联系对
方车主进行挪车。警方表示，双方无需担心个人
信息被泄露。警方呼吁广大驾驶员规范停车，确
保不影响他人通行及消防安全通道的畅通，共同
营造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海豚因伤搁浅
三亚多部门联合救助

本报三亚8月11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冯
谋瑞 邢贞峥）8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
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三亚支队红沙派出所获
悉，该派出所近日联合三亚渔政、动物救助等部门，
在三亚大东海救助一只受伤搁浅的成年雌性海豚。

8月8日21时许，红沙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
报警称，在三亚大东海景区近海浅水区域，发现一
只受伤的海豚。接报后，该所立即出动警力赶赴
现场。在现场，民警发现该受伤海豚体长近2米，
随后民警一方面电话联系三亚渔政部门和三亚海
洋动物救助站工作人员，一方面组织警力对海豚
搁浅附近区域进行隔离保护。

经过工作人员检查发现，这是一只中年雌性
海豚，属于宽吻海豚，大约有十多岁，长约2.3米，
身上有三处创口，表皮受到感染，并伴有脱水症
状，伤情十分严重，需要立即救治。

掌握情况后，救助站工作人员立即对海豚伤
情进行了处理，并为海豚输入药液。期间，众人将
海豚翻到背部朝上的位置，仔细清理海豚肠道的堵
塞物，每隔2分钟淋一次水，使海豚身体保持湿润，
避免皮肤干燥脱水。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民警还为
海豚买来新鲜的小鱼，由专家对其进行喂食。凌晨
1时许，在多部门的齐心协助下，受伤海豚被转送
到救助站进行专业救治，并作进一步观察。

8月11日晚，来海口日月广场购物消费的人流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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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全球企业竞争力的《财富》世界
500强榜单在8月10日揭榜，碧桂园以
703.35亿美元营收位列榜单第147位，
较去年上升30位。这也是碧桂园连续
第四年上榜《财富》世界500强，排名高
居全球上榜房企首位，与华为、阿里巴巴
等企业一同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崛起于
世界舞台的有力注脚。

领跑行业，碧桂园排名高
居世界500强房企首位

《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一直是衡
量全球大型公司最著名、最权威的榜单
之一，展示了全球最大企业的最新发展
趋势。今年，中国共有133家企业上榜
世界500强榜单，继去年后，中国上榜企
业数量再次领先，居全球第一。

从行业看，今年榜单上共有5家房
地产公司，其中碧桂园从177位提升到
147位。数据显示，2019年碧桂园营收
达到703.35亿美元，同比增长22.7%；利
润达到57.25亿美元，同比增长9.4%。
资产收益率（ROE）达 26.2%，居世界
500强房企首位。

继 2017 年首次登上《财富》世界

500强榜单之后，碧桂园榜单排名已连
续第四年提升，其中2019年更是成为全
球榜单中上升最快的企业，反映出公司
实力的迅速提升。

事实上，碧桂园规模、盈利等各项指
标近年来均呈现大幅增长。统计显示，
2016 年至 2019 年，碧桂园销售额从
3088.4亿元增长至7715.3亿元，涨幅达
149.8%（第三方统计全口径数据）；营业
收入从1530.9亿元增长至4859.1亿元，
涨幅达217.4%；净利润从136.6亿元增
长至612亿元，涨幅达348%。各项增长
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面对市场波动，碧桂园的企业经营
也表现出了很强的“韧性”。今年受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影响，地产销售交易遭遇
冲击，而碧桂园的抗风险能力凸显，稳中
向好，2020年1月至7月累计实现权益
销售金额达3212.3亿元，稳居行业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当前经济形势

复杂，但碧桂园坚持长期看好新型城镇
化前景，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长期向好
抱有坚定的信心，是行业内布局最广泛
的房企。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碧桂园

已签约或已摘牌的中国内地项目总数为
2512个，业务遍布中国内地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282个地级市、1299个县/
镇区。

深耕海南，全产业链覆盖
能力有效提升社区价值

有分析认为，相较于其他中国房企，
碧桂园对中国城镇化战略的理解更深刻，
信心也更为坚定。因此，该公司能够在其
他房企犹疑不决的时候，不断深入三四五
线城市，挖掘当地居民潜在的住房需求，成
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布局最为广泛的房企，
最终获得全球房地产行业的最高排位。

碧桂园的发展策略，从其在海南的
发展历程便可见一斑。在进驻海南之
初，碧桂园先是选择在文昌市开发其第
一个房地产项目，随后开发的碧桂园金
沙滩和碧桂园珊瑚宫殿则分别位于临高
县和陵水黎族自治县两地。在获得了良
好的业绩增长和对海南市场的充分理解
后，碧桂园开始进行全岛布局，并大举进
入海口、三亚这两个重要城市。

可以说，这一战略选择就是碧桂园

对自身坚定的“深耕三四线”政策的最好
释义，也为其后续在海南的发展道路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是碧桂园在海南能始
终保持强劲发展势头，规模和业绩持续
扩大的重要原因。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碧桂园已经进
入包括海口、三亚、琼海、万宁、东方等海
南省内10余个市县，开发各类地产项目
30余个，能满足旅游度假、刚需、改善等
各类人群的不同居住需求。

探究碧桂园的发展秘诀可以发现，覆
盖房地产开发所有环节的“一条龙”开发
模式，和业内领先的“全产业链覆盖”能
力，是其能为客户提供更具性价比产品主
要原因。以海南为例，碧桂园丰富的资源
储备和强大的整合能力，无论是在日常生
活中还是在应对疫情的特殊时刻，都能服
务到业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有效提升社
区价值的同时，也获得消费者认可，为近
年来的业绩持续增长打下了良好基础。

今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公布，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迈出关键一步。随着系列政策陆续落地
并释放效应，这对于深耕海南市场多年且
积极参与海南三大主导产业发展的碧桂
园来说，意味着新的发展机会已经到来。

中国企业闪耀世界舞台 碧桂园跃升全球最具竞争力房企
自贸港建设为碧桂园发展带来新机遇

碧桂园中央半岛实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