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铭纬冤近
日袁海口市教育局发布叶2020年海口市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工作实施细则曳袁明确 7月 30日 8:00起袁符合条件的
家长可在网上申请学位遥

据了解袁 申请人网上申请学位的时间是 7 月 30
日-8月 6日遥申请人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野海口市中小
学新生入学申请平台冶袁登记入学信息遥 野海口市中小学
新生入学申请平台冶登录入口包括野海口教育发布冶微信
公众号尧海口市教育局官网尧码上办事 APP和椰城市民
云 APP遥 所有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申请就读本市城
区公办学校袁均须在规定时间登录平台袁如实登记入学信
息遥不在规定时间内网上登记入学信息的袁视为放弃本市
城区公办学校入学申请遥 因特殊情况错过登记的本市城
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袁 可到实际居住地所在的区教育局
登记袁由区教育局视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入学遥
根据要求袁 今年可以申请的四个渠道已均于 7月

30日 8:00开通遥家长在规定时间内申请即可袁学位申请
的先后顺序不影响核验结果遥 在规定时间内袁家长可登
录系统修改信息遥 8月 6日 24时袁 网上报名时间截止
后袁报名信息不可修改遥 8月 8日起袁海口义务教育招生
工作将进入线下审核遥

海口中小学学位昨起网上申请

8月6日24时前
可修改报名信息

海口部分区域将试点开展校内午餐、午休、课后托管服务

孩子课后吃饭午休有着落了！

军队院校招生面试和体检

8月 2日起进行

最高 1.2万元！
海南将奖励这些少数民族
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

公安司法等
提前批院校招生面试

8月 1日进行

海南高考生
注意！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铭纬冤近日袁海口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叶海口市中小学生校内课后
服务工作实施意见渊试行冤曳渊以下简称叶意见曳冤遥 叶意见曳明确袁将
坚持学校主体尧自愿参加尧公益惠民尧民主管理的原则袁公开透明
地竞争性引入质优价廉的供餐企业和培训机构袁 通过政府尧社
会尧学校尧家庭多方合力袁切实开展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遥

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

叶意见曳明确袁海口校内课后服务内容主
要包含午餐尧午休尧课后托管三大类遥 中小学
生在校午餐主要采取校内供餐和校外集体配
餐两种方式遥 为确保学生用餐安全卫生有营
养袁将邀请营养专家为学生定制科学食谱袁食
谱两周不重样袁 多数是三菜一汤一主食袁野三
菜冶保证要是两荤一素遥
午休服务方面袁 非寄宿制学校学生校内

午休以在教室内午休为主遥 为确保安全袁午
休服务管理人员均由学校教职工担任遥严禁
有违法尧失信等不良记录人员参与校内课后
服务遥
课后托管服务分为基础托管服务尧 特色

托管服务两类遥基础托管服务依托学校袁安排
学生做作业尧自主阅读尧娱乐游戏尧社团及兴
趣小组活动尧科普活动尧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
等袁并鼓励到就近社区尧企业等开展学生实践

活动遥 特色托管服
务在不加重学生课
业负担前提下袁由学
校或公益性校外机
构组织开展艺体尧科
技尧拓展训练等特色课程遥

叶意见曳鼓励和支持学校
教职工在按质按量完成正常职责
内工作后袁 参与校内课后服务教学和管
理工作并取得相应的劳务报酬遥 海口课后服
务费用采取野政府补助尧家长分担冶的成本分
担机制遥 各学校课后托管服务内容尧方式尧时
间尧场地尧师资尧费用等信息应主动对外公示袁
由在校学生及其家长自愿选择袁 不得强迫或
变相强迫学生参加遥
据了解袁叶意见曳 先将在海口部分区域试

行袁积累经验后再向全市推广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魏铭纬冤我省 2020 年公安尧司法
等提前批院校招生面试工作定于 8月 1
日进行遥
据了解袁本次面试对象为已取得参加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含国家专项计划)尧中
国刑事警察学院尧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尧南
京森林警察学院尧铁道警察学院尧浙江警
察学院尧云南警官学院尧江西警察学院尧
新疆警察学院尧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尧中国
消防救援学院尧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尧海
南师范大学尧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尧石家
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等本专科提前
批院校招生面试资格的考生 渊以
海南省考试局网站公布参加面
试考生名单为准冤 均可参加
面试遥 未取得资格的考生
不能参加面试遥

面试报到
时间为 8月 1日
上午 8:00 -

11:30遥 逾期不报到者袁视为自行放弃面试
资格曰 面试时间为 8月 1日上午 8:30-11:
30袁下午 2:00-5:00遥

报到与面试地点为海口市琼山区新
大洲大道 280号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实训
大楼遥
省教育厅提醒袁参加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含国家专项计划)尧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尧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尧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尧
铁道警察学院尧浙江警察学院尧云南警官
学院尧江西警察学院及新疆警察学院面试
合格的考生袁须于 8月 2日 7:30前到海
南省人民警察高级培训学校渊海口市
琼山区龙塘镇海榆大道 186号冤进
行体能测试遥
报考新疆警察学院侦查学

专业 渊维语方向冤 招生面
试尧体检尧体能测试尧考
察合格的考生还须
参加公务员录用
考试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魏铭纬冤近日袁海南省民

宗委尧省教育厅尧省财政厅联合印发
叶关于考上野双一流冶建设高校和攻读
研究生毕业的海南籍少数民族学生奖励
办法曳渊下称叶办法曳冤袁明确将对我省考上

野双一流冶高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尧硕士及博士
生进行奖励袁最高达 1.2万元遥

叶办法曳明确袁奖励的对象为 2020年在海南
省参加全国普通高考统一招生中被 野双一流冶建
设高校录取的少数民族学生袁2019年考入 野双一
流冶建设高校民族预科班袁完成预科学习计划袁并在

2020年被野双一流冶建设高校正式录取的少数民族
学生袁及攻读全日制研究生毕业的黎族尧苗族渊海南
籍贯冤尧回族渊海南籍贯冤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渊不含在
职研究生冤遥

根据叶办法曳袁在海南省参加全国普通高考统一
招生中被野双一流冶建设高校录取袁并符合以下条件
的少数民族学生袁每人一次性奖励人民币 5000元院

本人及父母的常住户口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
族聚居镇的黎族尧苗族渊海南籍贯冤尧回族渊海南籍贯冤
学生曰

本人及其父母的常住户口在民族地区和少
数民族聚居镇袁 且父母在这些地区工作 20 年以

上渊含 20 年冤袁本人在本
县渊市冤初中上学至高中毕
业 袁并在本县 渊市冤报名参加
全国普通高考统一招生的其他
少数民族学生遥

同时袁 在海南省参加普通高考
的黎族尧苗族渊海南籍贯冤尧回族渊海南
籍贯冤学生袁经参加全国硕士或博士研究
生统一招生考试被正式录取 渊含保送生冤袁
获得硕士学位者每人一次性奖励人民币
8000 元曰获得博士学位者袁每人一次性奖励人
民币 12000元遥

扫码看看
军队院校面试
最低控制分数线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魏铭纬冤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
省军区招生办获悉袁 填报军队院校志愿尧
且政治考核合格的考生将于 8月 2日至 5
日进行面试和体检渊简称军检冤袁考生 7月
30日起可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网站查询是
否具备军检资格遥

据了解袁8月 2日尧3日将分两批组织
面试和体检袁 每日 7院00-10:00报到曰4日
晚公布体检结果曰5 日上午 8:00-11:00
组织体检复检遥

军检地点在解放军第 928
医院渊海口市龙昆南路 100号冤遥
其中袁面试地点在医院肿瘤中
心大楼 2楼袁 体检地点在医
院门诊部 7尧8 楼体检中
心遥考生无论报考几个

军队院校专业组志愿袁 只须参加一次军
检遥 8月 2日因参加公安院校体能测试未
能参加军检的考生袁可在 8月 3日参加遥
省军区招生办提醒袁海南省考试局网

站将于 8月 4日晚公布面试和体检合格
考生名单遥 体检不合格者袁 本人在 8月 5
日上午 8:00-11:00 持身份证尧 准考证到
928医院体检中心当面查询袁如有异议袁可
提出复检申请袁对可通过服用药物或其他
治疗手段影响检查结果的项目不予复
检遥具备复检资格者袁复检结果为最终
结论遥 体检复检须由考生本人当面
申请袁 在规定时间内未申请复检
的袁视为主动放弃复检遥

军检最终合格人员名单
于 8月 6日在省考试局网
站公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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