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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明起优化调整
57条公交线路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张
磊 陈明镜）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公交集团获悉，根
据《海口公共交通全面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工作部署和公示期间市民反馈意见，11月
27日起，海口公交集团优化调整公交线路57条，其
中调整线路11条，站点变更线路46条。

据了解，海口公交集团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重点聚焦海口技师学院师生上下
学、金沙湾小区、博雅上路居民出行难等痛点难
点问题，主动与校方、金沙湾小区对接，广泛征求
学校与居民意见，通过优化调整公交线路，切实
满足学校师生和居民的公交出行需求。此外，正
式启用海秀路公交专用道沿线站点，进一步提高
公交车运行效率和准点率，消除安全隐患，提升
市民公交出行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我省分类制定标准课程时长的基准收费标准

其中

班型分为 10人以下、10至35人、35人以上三种类型

标准课程时长线上为30分钟

线下为40分钟

截至11月15日

全省学科类培训机构已转型非学科346家、注销255家、暂停51家
暂停、转型和注销比例达到 75.55%

目前
全省应开展课后服务的义务教育学校 708所

100%全部开展课后服务

100%服务时间达标

惠及学生 74.8万名

学生参加率达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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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在行动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陈
蔚林）11月25日下午，海南省“双减”
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海
南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义务教育
阶段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
目前已经省政府同意，纳入了我省定价
目录，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政
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

省发改委价格调控与收费管理处
处长吴坚介绍，关于此次定价工作，省
发改委坚持学科类校外培训公益属
性，充分考虑其涉及重大民生的特点，
以有效减轻学生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为
目标，以平均培训成本为基础，统筹考
虑我省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学生家庭
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线下和线上学
科类校外培训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
幅度。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经省政府同
意授权海口、三亚、三沙、儋州等市政
府，自行制定本市辖区内线下学科类
校外培训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
度；其他市（县、自治县）线下学科类及
全省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基准收费
标准和浮动幅度，由省发改委同省教
育厅制定。

结合我省校外培训机构实际，省
发改委计划分类制定收费标准，主要
是区分线上和线下以及不同班型，分
类制定标准课程时长的基准收费标
准。其中，班型分为10人以下、10至
35人、35人以上三种类型；标准课程时
长线上为30分钟，线下为40分钟，实
际时长不一样的，按比例进行折算。
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浮动幅度，上浮
不得超过10%，下浮不设限制。各培
训机构在政府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
浮动幅度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海
口、三亚、三沙、儋州可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本市具体的分类标准。

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
纳入我省定价目录

本报讯（记者邱肖帅）近日，海口
市民反映海口碧海大道捕捞村村口路
段污水井时常发生溢流现象，污水流至
路面，甚至流进村内，影响了居民的日
常生活。经有关部门现场勘查，该路段
污水管道发生坍塌，相关修复工作正在
进行中，预计1个月左右完成修复。

11月 23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碧
海大道捕捞村村口路段看到，该路段
已存有积水，走近后一股恶臭扑鼻而
来，令人作呕。道路中间低洼处有两
口污水井，污水透过其中一块井盖的
缝隙和换气孔溢出，整个路段被污水
漫浸。

该路段处于碧海大道与捕捞路交

叉口，是捕捞村居民出行的主要道路。
早高峰时间段，不少电动车从该路段通
行。为避免被恶臭熏染，多位电动车车
主一边捂口鼻一边驾车，十分危险。

“污水管道塌方导致污水流不出
去，刚好捕捞村地势低洼，就很容易
出现溢流问题。”海口市美兰区市政
维修管理中心副主任许一波介绍，经
检测发现，碧海大道安昌达汽车维修
服务中心门前路段的污水管道出现
坍塌导致排水不畅。该中心已制定
了维修方案，目前正在走审批程序，
预计于近日对管道坍塌路段开挖修
复，从项目审批到完全修复预计需要
1个月左右时间。

海口碧海大道污水管道坍塌
致污水溢流

相关部门答复1个月内完成修复

本报嘉积11月25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彭子娥）11月25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琼海市政府有关部门获悉，该
市为有效稳控蔬菜价格，已在全市建成
24个平价菜供应网点，预计在12月中
旬全部投入运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买到价格实惠、质量放心的蔬菜。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琼海市24
个平价菜网点已经完成建设并有13个
已投入运营，其余11个正在积极推进
中，计划12月中旬全部完成。

琼海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介绍，
24个平价菜网点中，有18个设置在
嘉积镇，另外 6个设置在博鳌镇、中
原镇等乡镇，网点建设借助了市场、
超市以及供销为农服务中心等，尽可
能多地覆盖更多群众，满足更多群众
的需求。

琼海市政府今年明确，除要建成营
运24个平价蔬菜网点外，还要实现平
价菜销售量市场份额占全市份额15%
以上，并使得今年“15+N”种基本蔬菜
平均售价较去年下降0.5元/斤。

博鳌镇千百汇超市与琼海市供销
社签约成为博鳌镇平价菜供应点之
一。该超市相关负责人魏志恒透露，
在市供销社的支持下，生鲜方面销售
量好了很多，“我们的价格一般会比外
面市场销售低20%，根据销售数据来
看，销售量提高了30%到50%”。

琼海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局将加强监管与巡查，完善明码标价制
度、建立电子交易体系、组建联合监管
小组和增强人员力量，通过完善批发市
场、农贸市场公示牌、公示栏及明码标
价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琼海建成24个
平价菜便民网点
预计12月中旬全部投入运营

白沙招聘80名中小学教师
可享租房补贴和购买安居房

本报牙叉11月25日电（记者曾毓慧）白沙黎
族自治县教育局11月24日发布公告称，即日起面
向全国招聘中小学备案制教师80人，涉及语文、数
学、英语、物理、音乐、美术等学科，本科及以上学历
教师每年最高可享3.6万元购房补贴，还可按照政
府指导价格在白沙购买一套安居型商品住房。

据悉，此次招聘学校类别有小学、九年一贯
制及初级中学、完全中学，并要求具有与报考岗
位相应的教师资格，每人限报一个岗位，且须服
从岗位调剂；其中，招聘岗位最多的当属小学语
文教师、小学数学教师，均招聘13人。

在住房保障方面，备案制教师可以依据《白
沙黎族自治县引进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有关
规定，享受住房租赁补贴或购房补贴，其中，住房
租赁补贴标准为：博士3000元/月，硕士2000
元/月，本科1500元/月，累计发放不超过36个
月。此外，购房补贴标准为：博士3.6万元/年，硕
士2.4万元/年，本科1.8万元/年，累计发放不超
过3年）。

白沙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试用期满后，
符合条件的备案制教师可依据相关文件规定，按
照政府指导价格在白沙购买一套安居型商品住
房。需要提醒的是，此次报名截止日期为2021
年12月6日。

就业信息

昌江举行专场招聘会

面向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
提供805个就业岗位

本报石碌11月25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
记者黄兆雪）11月24日上午，2021年海南自由
贸易港招才引智活动暨昌江黎族自治县退役军
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在昌江石碌镇恒基广
场举行。来自省内36家企业参与，提供805个
就业岗位。

据了解，此次专场招聘会共有省内36家企
业参与，提供行政、物流、物业、工程质检、焊工、
农业技术、财务、销售等805个就业岗位，为不同
年龄、不同学历、不同专业的人员择业和就业提
供较大选择空间。“感谢政府提供了这样一个就
业平台。”昌江退伍军人俞立志说。

据介绍，举办本次招聘会主要为用人单位和
昌江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搭建平台，促进就业，
实现企业人才需求与退役军人的有效对接，促进
昌江招才引智工作。

海口计划用水户
开始申报2022年用水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日
报记者11月24日从海口市水务局获悉，即日起海
口计划用水户可登录“椰城水资源”微信小程序进
行2022年用水计划线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1年
12月1日，过期将影响下一年度正常用水。

根据今年出台的《海口市计划用水管理办
法》，自6月1日起，海口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
用水户和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的非居民用水
户（简称“计划用水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纳
入取水许可管理的用水户超计划用水的，将收取
加价水资源费；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的非居民
用水户超计划用水的，收取加价水费。

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用水户超计划用水
的，超过部分除按照规定价格缴纳水资源费外，
还需按照下列标准缴纳加价水资源费：超出月度
计划用水量不足20%的水量部分，在原标准基础
上加一倍征收；超出月度计划用水量20%及以
上、不足40%的水量部分，在原标准基础上加两
倍征收；超出月度计划用水量40%及以上水量部
分，在原标准基础上加3倍征收。

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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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陈
蔚林）11月25日下午，海南省新闻办
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海南省进一步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介绍我省“双减”工作实施
百日成果。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
印发《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我省
落实“双减”工作的思路、目标、措施和
要求。《实施方案》明确，要用1年时间，
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00%建立作
业管理制度、100%开展校内课后服
务，义务教育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在
2021年底前全部登记为非营利性机
构，培训行为基本规范，学生过重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
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

在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方面，我省
一是限制数量，全面停止审批新的面
向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学生的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各类学前教育培
训机构。截至11月15日，全省学科类
培训机构已转型非学科346家、注销
255家、暂停51家，暂停、转型和注销
比例达到75.55%；二是限制时间，不折
不扣落实“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
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
织学科类培训”的要求，各地采取网格
化管理，通过“双随机一公开”“四不两
直”等方式加大巡查和执法监督力度，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7月份以来，共查
处非法占用休息日、法定节假日补课
机构99家。

在全面落实校内减负方面，我省
一是提高作业管理水平，启动实施义
务教育阶段作业设计质量提升专项行
动，制定《义务教育阶段语文等12个学
科作业设计与案例指引》，组织开展作
业设计省级骨干培训和市县区全员培
训，被教育部遴选为第二批“双减”典

型案例全国推广。截至11月15日，全
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制定作业管理办
法、实行作业公示制度比例达到
100%。二是提高课后服务水平，落实
国家关于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
盖开展（寄宿制学校、村小教学点不做
要求）和“5+2”模式要求（每周五天、每
天2小时或不早于17时30分结束）。
目前，全省应开展课后服务的义务教
育学校708所，100%全部开展课后服
务，100%服务时间达标，惠及学生
74.8万名，学生参加率达98.18%。我
省还在全国率先全域开展暑期托管服
务。三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面落
实我省教学管理、教学、教研、学习“四
项常规”和作业、手机、睡眠、读物、体
质、考试等六项管理，进一步打造海南
中小学生特色印记，坚持五育并举推
动“阳光快乐”教育。

省教育厅副厅长李燕仪介绍，“双
减”工作实施百日以来，我省建立健全
了“双减”工作机制，研制出台了《海南
省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实施方案》等20
余项重要政策，并印发配套文件60余
份，制定手机、作业、睡眠、读物、体质、
考试等六项管理办法，为“双减”工作
提供了政策指引。

自今年 7 月“双减”工作实施以
来，我省“双减”各项工作稳妥有序推
进，社会和家长反响良好，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按照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
会办公室最新通报，国家重点监测的
建立作业公示制度义务教育学校比
例、作业时间控制达标学校比例、提供
课后服务义务教育学校比例、课后服
务时间达标学校比例、线上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暂停、转型或注销比例、线
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暂停、转型或
注销比例等六项指标中，我省各项指
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保供稳价

▲为避免被恶臭熏染，电动车车主
一边捂口鼻一边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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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村村口路段被污水漫浸。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邱肖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