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各区公办幼儿园第二批招生启动
55所公办园提供学位约7870个，每位家长只能申请1所幼儿园

海口启动区属公办幼儿园第二批招生
网上报名时间为8月19日12时—8月22日17时

55所公办园参与招生，提供学位约7870个
特别提醒：本次招生，监护人只能在辖区内选择申请1所公办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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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获取
海口各区幼儿园
招生人数、联系方式等信息

东方整治
党员干部、国家公职人员
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

本报八所8月19日电（记者张文君）为进一
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狠刹违规操办和参与

“升学宴”的不正之风，东方市发布《关于开展党员
干部、国家公职人员操办和参加“升学宴”专项整治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启动专项整治，严禁党
员干部、国家公职人员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8月19日从东方市纪委获悉。

《通知》指出，各级党组织要通过谈话、短信、
微信、会议等多种形式传达关于严禁党员干部、国
家公职人员操办“升学宴”的纪律要求。各单位党
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对本单位党员
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子女升学情况进行调查摸底，
并对相关人员做好提醒谈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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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实习生 李秋萩

“广汽集团是国内首家建立纯电
平台工厂的品牌。”广汽传祺海南区域
特许经营商海南高信集团区域总经理
陈忠良说，2019年后，新能源汽车续
航能力取得大的进步，恒温电池的安
全性能也大大提高。2020海报集团
金秋车展上，广汽新能源将主要亮相
两款新车型——2020款AION S魅
580以及新能源 5G车型AION V。
陈忠良介绍，AION V配备了广汽新
能源自主研发的中国首个集成5G+
C-V2X车载智能通讯系统，搭载华
为新一代 5G 车载模组，配备巴龙
5000 5G芯片，拥有高速率、低延时、
广连接三大绝对优势，传输速度超4G

百倍，时延仅为4G的 1/50，可同时
连接百万终端。5G技术的搭载支
持了AION V“下一代智能车开创
者”的智能科技功能，如无人驾驶、
一键遥控泊车等。“车不只是代步
工具，更是生活的一部分。”陈忠良
表示，广汽新能源在客户服务方面
加入互联网用户思维，打造智能
化、未来化的服务体验。2019 年 4
月，“广汽新能源”APP 正式上线，
客户可以根据需求在 App 上进行
购车，“私人订制”个性化爱车，进
行预约试驾、查询生产过程和等待
时间等内容。用车阶段，车主还可
在 APP 上进行充电查询、数字钥
匙、共享驾驶、检修申请、系统自动
升级等系列日常使用 及 售后服

务。广汽新能源打破了传统 4S店
的销售模式，建立网约车服务团
队，针对网约车办理和营运全套流
程提供咨询培训。同时独创 4S
店-充电点-茶饮店模式，为滴滴
营运司机创造了交流空间。“以客
户服务为基准”的互联网分享思维
深植于广汽新能源品牌基因中，并
且针对性服务到网约车群体，产生
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今年，广汽新
能源汽车的推广普及也符合海南
自贸港定位，助力海南汽车市场的
环保转型升级。为迎接 2020 海报
金秋车展，广汽新能源将推出现金
直降、超低首付的专属优惠。个别
车型购车还将享有最低零首付、零
利息、私家车款购车享终身三电质
保、非营运车辆送充电桩等多项优
惠。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

广汽新能源两款新车型将亮相金秋车展

新能源5G车型AION V首次登陆海南

广汽新能源5G车型AION V。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垃圾分类 文明先行

■ 本报记者 孙慧 实习生 李大武

窗帘店废弃的展示布料，自家
穿旧的牛仔裤，还有扔弃的被套，这
些除了丢进垃圾桶外，还能拿来做
什么？在海口市美兰区白沙门环保
教育站，这些布料衣物，变成了环保
布袋、桌垫、杯垫。

8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
海口市白沙门环保教育站，看看这
家环保教育站如何教市民将垃圾变
废为宝。

很多人买新衣服后，旧衣物处
理就成了难题。在白沙门环保教育
站的缝纫室里，一个大铁架上摆着
叠好的衣服，这些都是市民送过来

的废弃衣服。志愿者们把完好整洁
的衣服经过清洗消毒后，定期快递
给偏远山区的孩子们，剩下的一些
已经破烂的衣服，就剪成零碎布料，
制作成环保袋。

当天一大早，83岁的志愿者赵
月英吃完早餐后就来到白沙门环保
教育站，只见她坐到缝纫机前，踩着
脚踏开始缝制布袋。制作好的环保
布袋，赵月英会送给来这里参观学
习的市民、游客，还加上一句叮嘱：

“记得少用塑料袋，多用环保袋哦！”
走出缝纫室，来到院子里。院子

一侧摆放着很多个塑料箱，每个箱子
里装着不同的废弃品，有矿泉水瓶、
饮料瓶、废纸、电池等。“瓶（塑胶瓶）、

瓶（玻璃瓶）、罐（铝罐）、罐（铁罐）、纸
（纸类、纸容器）、电（电池等有害回收
物）、1（衣物）、3（3C产品）、5（五金制
品）、7（其他）。”白沙门环保教育站相
关负责人蒋付伟说，志愿者们把垃圾
分类总结为“环保十指”口诀，让垃圾
分类变得更通俗易懂。

菜根、果皮、菜叶等是常见的厨余
垃圾，这些厨余垃圾怎么处理？在白沙
门环保教育站，志愿者们把这些厨余垃
圾按照一定比例加上红糖、水，密封在
罐子里发酵三个月，就变成了环保酵
素。这种环保酵素可以用来洗手、洗地
板，放置在厨房、厕所还可以消除异味。

“这个环保酵素特别好用，希望
大家都能学会制作，减少厨余垃
圾。”蒋付伟说，环保酵素制作很简
单，一学就会，欢迎更多人来站里学
习如何制作。

走上二楼的展示厅，蒋付伟向海
南日报记者展示了志愿者特制的“环保
凳”：上百成千个塞满塑料袋的矿泉水
瓶被倒置在方形模具里，压得很紧实，
志愿者们平日里干活累了就坐着休息，
或者铺上席子就成了床，可以睡午觉。

“这一个矿泉水瓶里，塞了一百
个塑料袋，这全是我们捡来的塑料
袋。”蒋付伟抽出一个瓶子说，志愿
者把捡拾的塑料袋清洗杀菌，剪成
条状，再一一塞入塑料瓶中，将其塞
满并密封。为了尽量利用空间，有
时还需要拿上棍子使劲往里捅。这
样的塑料瓶看起来五彩斑斓，颜色
鲜艳，可以作为装饰品或者环保凳。

在蒋付伟看来，垃圾分类再利
用没有那么复杂，但日常生活中，大
部分人没有再利用的意识，因而造
成了很多浪费。“其实作为一名环保

人士，人们随身携带的东西也不需
要太多、一个杯子、一个碗、一块手
绢、一双筷子再加个布袋就可以了，
能避免使用很多塑料用品。”

白沙门环保教育站成立三年，已
成为海口最热门的“环保课堂”。志
愿者们从资源分类、回收、再利用等
方面讲解垃圾分类如何再次利用，还
让参观者一起动手改造各种废弃物，
亲手体验如何利用废旧物品组合创
新，丰富大家变废为宝的知识。

白沙门环保教育站站长蒋付军希
望在海南复制推广环保教育站的模式，
推广垃圾分类，让更多人学习垃圾分类，
践行环保生态理念，把环保当成一种生
活方式。目前，在海口市政府相关部门
支持下，蒋付军已在海口美兰区琼苑广
场、建山里等社区建立了环保屋。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

在海口白沙门环保教育站，碎片布料可做环保袋，果皮菜叶变酵素，塑料袋装瓶做环保凳

废弃物品玩起“潮范儿”

⬆ 8月19日，83岁的
赵月英用一台老式缝纫机
在制作帆布袋。

⬆ 8月19日，在海口市白沙门环保教育站，志愿者们在进行垃圾分类。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一张由上百个废弃矿泉水瓶制作的凳子，每个矿泉水瓶里塞满了颜色各异的塑料垃圾袋。

我省中等学校招生
提前批投档分数线划定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陈蔚林 见习记
者李梦楠 特约记者高春燕）8月19日，省考试局
公布了今年我省中等学校招生提前批投档分数线。

其中，海南中学民族聚居地分数线为737分，
非民族聚居地分数线为750分；国兴中学民族聚
居地分数线为682分，非民族聚居地分数线为
693分；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中学实验班分数
线为754分；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实验班
分数线为732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
校实验班分数线为742分；南开大学附中儋州市
第一中学实验班分数线为738分。

琼台师范学院定向免培生分数线，以及其他
在此批次录取考生的学校分数线可登录省考试局
网站查看。

橡胶产业5G创新联合实验室在海口成立

橡胶配备5G“芯”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 （记者梁振君 邓钰

通讯员欧燕燕 吴思敏）8月19日，海南天然橡胶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
中国移动海南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海口共
同发起成立“橡胶产业5G联合创新实验室”，推
动橡胶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延伸，
助力海南自贸港和智慧海南建设。

该联合创新实验室旨在通过产研合作，联合
上下游行业龙头企业，提升橡胶产量、降低成本损
耗，转变生产方式，增加产业附加值。实验室将以
5G、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为支撑，全面研究橡
胶种植管理、原料收割采集、工厂加工制造、物流
贸易消费等环节问题，加快推进5G与橡胶产业
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天然橡胶是事关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的重要
战略物资。下一步，海南橡胶、中国移动海南公
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将依托橡胶产业5G联合
创新实验室，积极研究适应橡胶生产管理多元化
需求的5G应用场景。发挥5G专网、云数据中
心、大数据、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优势，推动橡胶
产业在种、管、割、收、加工、销售等环节领域的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重点致力于升级改造智能割
胶机器人，橡胶树病虫害防治、保障橡胶园生产安
全、防灾防盗，橡胶生产加工智慧化改造等全产业
流程的信息化建设，构建高效、节能、绿色、环保、
舒适的橡胶产业管理体系，有力保障天然橡胶产
业高质量发展，让橡胶产业成为海南富民兴农的
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

海口国际食尚美食
消费季活动启动
推出三大板块美食节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罗霞）8月19日，
由海口市商务局主办、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
承办的“2020海口国际食尚美食消费季”活动启
动。在为期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商超美食节、品牌
餐饮美食节、品牌酒店餐饮美食节等三大板块美食
节陆续登场，还将有系列线上线下促销活动。

此次美食消费季活动联合海口各商超餐饮企
业、品牌餐饮企业、品牌酒店共同开展，目前已有
海口丽思卡尔顿酒店、海口朗廷酒店、海口香格里
拉大酒店、海南君华海逸酒店等60余家品牌餐饮
企业旗下的200余家门店以及30余家品牌酒店
和海口友谊阳光城、海口N次方公园等5家大型
综合商业广场的餐饮业态参与。

品牌餐饮美食节、品牌酒店餐饮美食节8月
19日拉开了帷幕，商超美食节将于近日开始举
行，每个板块的美食节活动为期一个月。

品牌餐饮美食节、品牌酒店餐饮美食节还在
美团、大众点评APP内美食频道首页“2020海口
国际食尚美食消费季”中发布相关酒店餐饮企业促
销活动信息，商超美食节将在“海南哪里吃”等相关
平台发布商超美食促销活动信息。线下促销中，品
牌餐饮美食节商家携手推出“万券齐发”系列促销
（如优惠折扣、消费返券、刷卡有礼等），品牌酒店餐
饮美食节商家以自助餐或主题套餐为载体，推出

“皇马假日游艇度假酒店1988元10-12人龙虾宴
套餐”“海口华彩华邑酒店188元豪华自助晚餐”

“海口观澜湖酒店238元任点任吃尖货日料+水乐
园套餐”等系列促销活动，商超美食节商家将携手

“海南哪里吃”及主播线下探店，并在抖音或“海南
哪里吃”等平台播出，吸引市民游客跟随主播步伐，
前往商超美食探店，享受“海口秀英万达广场·万味
盛典”“海口日月广场·500份美食折扣礼券”“海南
美食广场·抢购代金券”等折扣优惠。

本报海口8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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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区属公办幼
儿园第二批招生工作已启动，网上报
名时间为8月19日12时—8月22日
17时，共有55所公办园参与招生，可
提供学位约7870个。在第二批区属
公办园招生中，监护人只能在辖区内
选择1所公办幼儿园进行申请。

其中，秀英区共8所公办园招收
806人；龙华区16所招收1611人；琼山
区16所招收2986人；美兰区15所招收
2467人。各区属各公办幼儿园面向辖
区内招生，持有辖区户籍或在辖区内居
住的适龄幼儿均可申请。适龄幼儿户

籍迁入日截止至报名申请结束当日。
在具体的招生办法上，各区都要

求根据幼儿园的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招
生。对于今年民办转公办的幼儿园分
园，原则上全部接收原在园适龄幼儿，
不足龄的幼儿，待达到入园年龄后，优
先安排入园（这部分幼儿无须登录平
台申报）。剩余学位由幼儿园在区教
育局指导下组织招生工作，务必满园
招生，用足学位。

同时，符合条件的申请入园人数
超过招生计划的公办幼儿园采取电脑
摇号的方式确定入园录取名单，并摇
出若干名递补幼儿名单，名额空缺时
从递补幼儿名单中依次等额递补。补

录幼儿以幼儿园通知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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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幼儿园自行组织继续招生工作，务
必满园招生，用足学位。

对于新开办的小区配套幼儿园，
原则上优先招收小区业主子女及业主
直系同一户口本孙辈，以房产证或购
房合同、户口本为依据，符合条件的申
请入园人数少于招生计划的小区配套
公办幼儿园由幼儿园全部接收，如超
招生计划，则进行摇号招生。

回收已招生的小区配套幼儿园，
原则上原有适龄幼儿全部接收，不足
龄的幼儿保留学位，待达到入园年龄

后，优先安排入园，如有剩余学位按小
区配套幼儿园业主子女优先原则予以
招生。

新建公办幼儿园与原有的公办
幼儿园同时招生并建设学籍，无法于
2020年 9月 7日正常开园的要提前
告知幼儿监护人自行决定是否申
报。开园时间视幼儿园建设完工时
间而定。

在招生工作实施步骤上，主要分
为网上申请、信息初核、摇号派位、资
格审核、组织体检、录取注册几个阶
段。秀英区、琼山区的第二批公办园
的摇号时间都定于8月26日至28日；
美兰区定于8月26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