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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中小学秋季收费项目出炉
海南侨中、海口一中、实验中学、琼山中学高中学费 420 元
□南岛晚报记者 刘伟
21 日，2014 年秋季海口市中小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出炉，其中海南侨中的学费为每人每学期 420 元。

2014 年秋季海口市中小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表 （单位：元/学期·生）

海口一中

高
中

海南侨中
学校类别

学
费

海口实验中学
琼山中学

收费标准

公寓楼：300，普通楼房：250

中、长流中学、海港学校、琼山
侨中、灵山中学

350
长流中学、琼山侨中、灵山中学、府城
中学、琼山二中：
公寓：普高 200、初中 100
钢筋混泥土结构宿舍：
普高 150、初中 50
白驹学校：100

住

费

海口二中、海口四中、海口十四

420

海口市第一职业中学：

宿

1000 名小学生、200 名大学新生圆读书梦

类别标准

项目

希望工程 150 万元资助文昌学子

府城中学：社会化学生公寓300（10人住）
永兴中学社会化学生公寓、灵山中学社会化学生公
寓：250
海南侨中高中社会化学生公寓：330（10 人住）、280
（12人住）
海南华侨初级中学社会化学生公寓：360（8 人住），
300（10人住）
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社会化学生公寓：410（8人住）

海口实验中学初中部社会化学生公寓：360（8人住）
海口市一中社会化学生公寓：410（8 人住）、330（10
人住）
海口市四中高中：社会化学生公寓410（8人住）
海口海港学校：社会化学生公寓270（10人住）
琼山中学高中：社会化学生公寓410（8人住）
琼山中学初中部：社会化学生公寓300（10人住）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社会化学生公寓410（8人住）

省教育厅：警惕不法分子推销书籍行骗
□南岛晚报记者 刘伟
近期，省教育厅办公室接
到多个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反
映 ，有 不 法 分 子 假 借 该 办 名

义，向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推销
《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
行）》实施指导手册。昨日，该
办特此声明，从未向市县发文

征订，也未授权或委托任何单
位、个人从事上述活动。请各
市县和有关单位提高警惕，防
止上当受骗。

助学金发放仪式现场 记者 刘伟 摄
□南岛晚报记者 刘伟
昨日，2014 年海南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第二批助学金发放仪式
在文昌举行，1000 名文昌重灾区
的小学生、200 名今年考取大学
的新生获得资助。
据介绍，为响应省委、省政府
的号召，
不让灾区一个孩子因灾上
不起学，团省委、省希望工程办借
助一年一次的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助学平台，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献爱
心助学活动，
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积极响应。已连续两年向海南希
望工程圆梦行动捐款的茅台集团，
在得知灾情后决定从今年捐给海
南的 300 万元善款中拿出 100 万
元，
用于专门资助文昌等重灾区考
上二本以上的贫困大学新生，
每人

资助 5000 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决定通过海南希望工程实施
机构划拨助学款 50 万，安排资助
文昌灾区 1000 名小学生，每人一
次性资助 500 元；海南福利彩票公
益基金及由海南青联委员唐三石
先生发起的中国百名企业摄影家
捐款设立的“天使爱心助学基金”
分别捐出 30 万元资助文昌重灾贫
困大学生 120 名，每人资助 5000
元；
大连市希望工程办公室通过海
南希望工程向文昌灾区捐款 8 万
元，
资助 16 名贫困大学生。
团省委副书记陈屿告诉记
者，截至 8 月 20 日，2014 年海南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已募集捐款
1357.37 万元，下阶段将重点安
排资助其他受灾市县家庭困难的
子女，帮助他们圆大学梦。

海口消防排查幼儿园火灾隐患
委托个人和社会机构违规招生

□南岛晚报记者 李民 通讯员 林宇

海职院被教育部通报

近日，海口消防美兰大队消
防监督员对辖区幼儿园进行消防
安全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经检
查发现，个别幼儿园存在不同程
度的安全隐患。
大队消防监督员对幼儿园的
用火用电情况、消防设施配置、
保养、消防值班和管理制度、疏
散通道、幼儿住宿和休息等场所
进行了细致检查，并查看了幼儿
园消防安全检查和防火巡查台

教

育部昨日就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2012 级“进修
生”学籍问题发出通报，认为该事件是一起典
型的高校委托个人和社会机构违规招生案件，
决定调减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2015－2017 年度招生计
划，并暂停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单独考试招生、综
合评价考试招生改革试点。
今年 3 月，有媒体报道了海
南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2012 级“ 进 修
生 ”学 籍 问 题 ，引 起 社 会 关 注 。
经调查，2011 至 2013 年，海南职
业技术学院通过二级院系及其
相关合作企业人员，在没有经过
省招办录取程序的情况下招收
2000 多名学生以“进修生”名义
入校跟班学习，并承诺学生可以
通过参加第二年普通高考或成
人高考等形式取得学籍。
教育部指出，这起典型的高
校委托个人和社会机构违规招
生案件，违反了教育部关于高校

招生的“十严禁”工作要求，在社
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海南省
教育厅在核查该校违规招生事
实的基础上，已追究学校有关领
导和人员责任，免去学校党委书
记职务；建议学校董事会延长代
理校长的任职考察时间（一年），
调整分管招生副校长工作岗位
及相应职务，对共同承担决策失
误领导责任的两名副校长给予
校内通报批评；责成学校依据相
关规定对违规招生的工作人员
进行严肃处理，并对违规宣传的
工作人员做出辞退或调离工作

岗位处理。
同时，教育部责成海南省
教育厅，2015－2017 年调减海
南职业技术学院年度招生计
划，并暂停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开展单独考试招生、综合评价
考试招生改革试点；加强对省
域内高校招生行为的监督检
查，严格落实高校招生责任追
究办法，凡是发现制度不健全
或政策执行不严格的高校，一
律责令限期整改。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高校招生涉及广大考生和家庭
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据新华社
会和谐稳定，对于破坏招生秩
序、进行虚假招生等违规违纪
行为，教育部将一律严肃处
理，绝不姑息。各地要引以为
戒，举一反三，切实严格执行
国家招生政策，强化考试招生
组织领导，加强人员管理，严
肃工作纪律，切实维护考试招
生公平公正。
（新华社）

账。从检查的情况看，部分幼儿
园内灭火器、疏散指示标志等消
防器材设施不足，部分教师和保
育员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仅如
此，有部分幼儿园消防安全检查
和安全巡查流于形式，未能及时
排查出存在的火灾隐患，使场所
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对此，消
防监督员对单位负责人提出了具
体整改意见，责令其尽快整改隐
患；另外，消防部门还将定时对
整改情况进行抽查，确保隐患全
部整改到位。

我省警方两月内灭182个犯罪团伙
□南岛晚报记者 徐一豪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 田和新
8 月 21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
召开的全省公安机关开展打击团
伙犯罪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今
年 6 月 20 日开展打击团伙犯罪专
项行动以来，我省公安机关扎实
推进，严厉打击团伙犯罪，取得
了显著成效。截至 8 月 14 日，全
省公安机关共打掉各类犯罪团伙
182 个 ，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738
名，破获案件 1003 起，缴获一大

批赃款赃物，有效打击了团伙犯
罪的嚣张气焰。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在发布
会上说，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
揭发，为警方提供犯罪案件线
索。对检举揭发、提供线索破获
案件及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警方
将按照 《海南省公安机关对公民
提供和举报案件逃犯线索的奖励
办法》 予以奖励。省公安厅打击
团伙犯罪的举报电话是：
65203396。 广 大 群 众 也 可 拨 打
110 举报团伙犯罪案件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