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 招生过程符合规定

商报讯渊实习记者 柯育超
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冤 6月 18
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以叶龙舌坡
市场屠宰点臭气熏晕居民曳为
题袁 报道了位于海口市龙舌坡

市场后的活禽屠宰点臭气熏
天袁 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
生活的情况遥 该报道引起了海
口美兰区政府的高度重视遥 当
日下午袁 海口美兰区委书记龙

卫东带领区环保局尧 区城管局
等相关部门袁冒着大雨袁来到了
该活禽点遥 龙书记在查看现场
情况后袁现场办公袁要求龙舌坡
市场管理方袁在协议期结束后袁
于 7月 1日前袁关停该活禽点袁
还市民一个整洁的生活环境遥

龙书记表示院野一方面要解
决活禽点工人的安置问题袁另一
方面还要调整市场业态袁 对照
整改袁为海口市耶双创爷助力遥 冶

市民吴先生说院野这家活
禽点气味真的让人受不了袁区
政府能够迅速行动袁 在关停扰
民活禽点的同时袁 还能有效解
决工人的安置问题袁 应该点
赞遥 冶
检查组随后在龙舌坡市场

内进行走访袁 调研了市场生鸡
的来源和其他相关情况遥

商报讯渊 实习记者 陈德文冤6月 2日袁国
际旅游岛商报以 叶自来水又黄又臭 居民真
的很担心曳为题袁报道了海口市琼山区兴丹路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1号公馆水质发黄发臭袁
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袁 引起了社会
的强烈反响遥 海口威立雅水务工作人员现场
取该址总表水及水池水进行检测袁 海口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抽样检测遥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个月袁 到底检测

结果怎样了呢钥 记者通过 1号公馆的小区物
业渊海南正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冤负责人王经
理了解到袁目前水质检测结果已经出来袁其结
果显示该小区水质是合格的袁 不存在质量问
题遥物业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袁检测结果显示
小区水质不存在问题袁 至于该居民反映的水
质发黄可能和自家自来水管道有关袁 对此他
们也会及时寻找原因并向居民公告解释袁给
小区居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遥

昨日下午袁 记者来到市民所说
的南沙路 34-5号附近走访遥 附近
小区居民袁女士告诉记者袁这里电
动车占用路面的情况非常严重袁有
些商铺门口和绿化带边每天都会
停着多辆电动车遥很容易就造成非
机动车的拥堵遥市民林女士告诉记
者袁 因为南沙路上有不少商铺袁而
且都是铺面直接连接着路面的袁店
铺门口都没有规划电动车停放点遥
而到附近办事或者买东西的居民
为了自己方便袁便将电动车随意停
放在路边袁这样乱停车不仅影响市
容袁还会给过往车辆带来一定的安

全隐患袁引发交通事故袁希望有关
部门能尽快解决电动车乱停乱放
的现象袁还居民们一个整齐卫生尧安
全的出行环境遥
附近一家名为水晶宾馆的一服

务员告诉记者袁 因为很多人害怕自
己的电动车放在没有人看管的电动
车停放点会被偷袁 所以都就近把电
动车停在宾馆门口以及附近的绿化
带边上遥

一位龙华区城管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袁这样乱停放电动车给过往行人
带来不便袁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交通
堵塞袁引发事故遥 但由于电动车停放

点离店里较远袁城管部门人员对附近
停车人员进行了合理开导袁希望他们
尽量把车上好锁并停放在电动车停
放点曰 对于门口电动车要集中停放
在一起曰 对于乱停乱放车辆我们将

会依法对其进行处理遥 同时该城管
人员表示会尽量联系街道办工作人
员袁 希望其就近合理规划电动车停
放点袁解决电动车乱停乱放现象袁给
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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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冤昨日袁国际
旅游岛商报记者从粤海铁路官方微博
获悉袁昨日 11时 39分袁铁路工作人员
发现海南环岛高铁西段棋子湾至东方
区间下行线接触网上悬挂有异物袁铁
路部门第一时间迅速组织人员到现场
进行清理袁12时 21分袁供电接触网上
的异物清理完毕袁D7203次车抵达站
后进行安全检查遥

受此影响袁D7206次等列车出现
不同程度晚点遥 铁路部门及时通过站
车广播尧公告尧电子显示屏等公布列车
晚点资讯袁 并加强宣传引导做好服务
工作遥粤海铁路方面表示袁由此造成的
不便袁敬请旅客谅解遥

接触网异物阻拦
西环铁列车晚点

商报全媒体讯(数字记者 张萌) 6
月 19日 5时 40分许袁 在海口公园内
晨跑的市民发现一男子悬挂在高处袁
疑似上吊袁便立即报警遥接警后辖区派
出所尧120急救医护人员及法医立即赶
到现场袁经确认袁该男子已身亡遥
随后袁警方在该男尸身上找到一份

遗书和一张十万元的欠条遥 遗书上的内
容大概表明袁该男子是因其欠钱等经济
原因导致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遥

据悉袁 该男子 50岁袁 海南万宁
人遥 现警方已排除他杀袁后续工作正
在进行当中遥

男子公园内身亡
警方已排除他杀

叶龙舌坡市场屠宰点臭气熏晕居民曳后续

海口美兰城管关停扰民活禽点
叶自来水又黄又臭 居民真的很担心曳后续

水质合格无质量问题

电动车占道停车，没人管管吗
海口龙华区城管院将查处乱停乱放车辆

幼儿园招生公告刚贴出就满额？
家长质疑有猫腻 海口市教育幼儿园院招生符合规定袁不存在违规

根据目前海口市公办幼儿园儿童
人数比例情况看袁 每 100名适龄儿童
中袁 不到 10人能进入公办幼儿园袁比
例仅有 7.3%袁而全市的幼儿园适龄儿
童高达 8万多人遥 有市民建议院野因为

公办幼儿园硬件设施好尧 教育理念先
进尧学费适中袁吸引了很多家长遥 园方
可提前一段时间发布通告袁 并且以摇
号的方式袁决选出入园的学生名单袁同
时制定相关规定袁 不符合条件的一律

不准参与遥冶部分市民则认为院野现在国
家已经放宽二胎政策, 幼儿大量增加,
学龄前教育同样不容忽视袁 希望教育
部门应该加紧规范解决学前教育这一
难题遥 冶

昨日上午袁 记者来到了位于秀英
区的海口市教育幼儿园走访遥 在幼儿
园门口袁 有数名家长正与园方负责人
进行理论袁现场家长们情绪有些激动袁
辖区民警也在现场进行劝导遥野我们早
在 4月份就问过幼儿园袁 什么时候开
始招生袁 当时得到的回复是可能在 5
月份袁等到 5月份的时候又说 6月份袁
6月份问的时候又说 6月底遥 冶王女士
告诉记者袁野我们一直在关注袁 可通告

还没出袁园方就宣布招生名额满了遥 冶
李先生说袁野今天 7时左右袁 我们

听说有很多人在幼儿园门前排队领取
报名表袁先到先得遥 待我们赶到时袁已
经有百来号人在排队了遥到 8时许袁园
方宣布说报名表已经没有了袁60个招
生名额已满遥 冶李先生很不解袁因为园
方 8时左右才贴出公告袁 可有些家长
早早就来排队了遥野那些拿到报名表的
家长袁 是如何得知当天会有招生通告

的钥而且我听说袁有些家长从零点就已
经开始排队了遥 冶
吴先生说院野海口市教育幼儿园作

为公办幼儿园袁硬件设施好尧教育理念
先进袁享受较多的政府补贴袁是海口众
多家长心目中的理想学校袁 但是这样
的招生让人感到很莫名其妙遥 如果幼
儿园贴出通告袁 告知某一时间开始招
生袁 那我们排不上号袁 我们也心甘情
愿遥 可是现在感觉自己被忽悠了遥 冶

对此袁 记者采访了海口市教育幼
儿园丁园长遥丁园长表示袁幼儿教育属
于非义务教育袁 幼儿园可根据本园实
际情况制定招生方案袁 并且有自主招
生的权利遥 由于海口教育幼儿园是海
口市政府投资建设的袁 所以今年招生
范围限定在持有野海口户籍冶的市民遥
野部分家长认为家住附近袁就理所当然

进学校袁这是不正确的袁因为我们面向
的是全市持有耶海口户籍爷的市民遥冶丁
园长说袁今年学校要评野示范幼儿园冶袁
所以今年全园要规范管理遥

关于有家长零点就来排队的问
题袁丁园长告诉记者袁幼儿园去年提前
15天进行了通告袁也有家长零点来排
队遥 野我们没有向任何一名家长袁甚至

是学校老师透露过招生的时间遥 近期
部分家长持续关注学校的动态袁 每日
也都有家长凌晨就到学校门口排队的
情况袁学校视频监控都有记录遥 冶丁园
长说袁今年是通告和报名表同时发出袁
从 8时开始袁 所以园方的招生过程都
是符合规定的袁不存在违规一说遥

商报讯渊实习记者 柯育超冤孩子的上学问题
是家长们最关注的问题遥 6月 19日袁家住海口市
西海岸的王女士向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反映称袁
她家离海口市教育幼儿园仅有数百米的距离袁今
年满怀希望准备给孩子报名该幼儿园遥 但是幼儿
园的招生公告还没有出袁园方就已经宣布满员了遥
王女士对此很不理解袁 希望园方能给予一个满意
地答复遥

商报讯 (实习记者 陈德文 摄影报道) 昨日袁市民拨打国际
旅游岛新闻热线报料称袁 海口龙华区南沙路 34-5号附近有很
多电动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袁不仅影响市容袁影响交通袁还会给
过往车辆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遥 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解决电动
车乱停乱放的现象袁还居民们一个整齐卫生尧安全的出行环境遥

银电动车占用行车道袁出行安全令人担忧

银检查组现场办公

市民建议 幼儿园可“摇号”入学

家长 招生名额太少了

商报讯 渊记者 王辉冤6月 18日当
天袁海口美兰区城管局联合镇街尧社区
等单位开展整治流动槟榔摊专项行
动袁 辖区各大街小巷的多家流动槟榔
摊被依法整治遥
在 18日的整治工作中袁城管队员

均对当事人进行了耐心地宣传袁 努力
使当事人正确认识海口市城市容貌管
理相关规定遥 对于此前多次教育而当
事人拒不改正的袁 城管队员则坚决扣
押其槟榔尧桌椅等经营物品遥 据悉袁专
项整治行动将持续一段时间遥

美兰区城管开展
槟榔摊整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