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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海 口 市
2019年预计新增公办
学校（幼儿园）13所，投
入使用后全市中小学
幼儿园将增加学位超
过两万个。

此外，还将通过改
扩建、迁建等方式扩充
学校容量，增加学位，
缓解学生入学压力。

记者林文星

□记者钟起的

本报讯 昨日上午，海口市琼山区椰博小学
举行奠基仪式，正式开工建设。据悉，椰博小学
工程是2019年在琼山区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
也是整体推进海口市教育事业发展、落实海口市

“一校两园”建设任务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琼山区椰博小学是一所政府指导、
社会投资建设的学校，该项目是2019年“一校两
园”建设任务之一。学校建制是 36 个班，共
1800个学位。

项目建成后，将便于滨江片区各个住宅小区
的学龄儿童就近入学，有效缓解琼山椰海大道及
滨江区域学位紧张压力。

据悉，该项目专门聘请高资质设计单位研
究设计、修改完善规划设计，该方案整体建筑布
局为“∞”形状，蕴含“学无止境，学海无涯”的
含义，体现人性化、生态化、园林化的设计要
点。学校拥有丰富齐全的教学设施配套，给孩
子营造优质的学习环境，预计在今年9月份开始
招生。

今年海口将新增13所公办学校
海口市直属学校

长彤学校

长滨小学

康安学校

康安幼儿园

八灶配套幼儿园

盐灶配套幼儿园

博义配套幼儿园

坡巷小学

面前坡实验学校

海口市凤翔幼儿园

海口市凤翔学校

桂林洋中心幼儿园

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

学校名称 地址

五源河文体中心北侧

市长德学校北侧，市高级技工
学校秀英区（二期）旁

永和花园小区

永和花园小区

八灶村

盐灶村

博义盐灶棚改区

坡巷棚改区

面前坡棚改区

椰海大道东阳家具附近

椰海大道东阳家具附近

桂林洋开发区振洋东路北侧

美兰区滨江路与海府一
横路交会处

办学类型

九年一贯制

小学

九年一贯制

幼儿园

幼儿园

幼儿园

幼儿园

小学

九年一贯制

幼儿园

幼儿园

小学

九年一贯制学校

学位

小学1620个，初中1200个

1620个

小学1600个，初中1200个

450个

360个

360个

270个

1620个

小学1620个，初中900个

540个

小学1620个，初中1200个

450个

2700个

占地面积

75亩

37.5亩

70亩

9亩

7亩

6亩

3.5亩

37.2亩

40亩

12亩

90亩

13.74亩

50.56亩

秀英区属学校

龙华区属学校

琼山区属学校

美兰区属学校

海口琼山椰博小学正式动工
预计9月份招生

提供1800个学位，有效缓解椰海大道及滨江区域招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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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0注；二等
奖中 7 注，单注奖金 42505 元。我省中
奖情况：一等奖中0注；二等奖中0注。

下期奖池基金：20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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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3
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3组选3”中
5注，单注奖金346元；“排列5直选”中
0注。

全国中奖情况：“排列 3直选”中
3324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3组
选3”中5227注，单注奖金346元；“排列
5直选”中71注，单注奖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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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
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
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
箱：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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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水星27日
迎今年首次大距

据新华社电 平日里难得一见的
水星 2月 27日迎来东大距，这也是水
星的今年首次大距。天文专家表示，
本次大距的观测条件不错。如果天气
晴好，大气透明度好的话，我国公众
借助普通双筒望远镜或直接用肉眼，
可以在日落后的西南方低空找寻到水
星的靓丽身影。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
理事赵之珩介绍，今年全年水星共有
6次大距，其中 4次的观测条件不错，
其中就包括27日的这次。“本次大距期
间，水星位于宝瓶座和双鱼座天区，与太
阳的角距离约为18度，亮度在0.6等，容
易辨认。”

看水星的机会不只局限于大距当
天。赵之珩提醒说，从2月底到3月初，
水星的观测条件都还不错。

□记者 钟起的 通讯员 吴雅菁

本报讯 昨日上午，“感悟大海、守护南海、
走向海洋”海洋风主题歌曲创作研讨会在海口举
行。国内著名词曲家、音乐评论家代表等60余
人，围绕持续创作和打造海洋风主题歌曲作品等
议题进行交流研讨。省委副书记李军，以及省委
宣传部、省旅文厅、省文联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出
席。研讨会由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省文联主席
孙苏主持。

去年1月，“感悟大海、守护南海、走向海洋”

海洋风主题歌曲创作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后，词
曲作家们分3批赴三沙市永兴岛等地实地采风，
深挖创作题材，找寻创作灵感。作曲家叶小钢、
张千一、印青、孟庆云、舒楠、朱嘉禾、王备、杨一
博、高晓松、何沐阳、郭元、王艳梅，词作家王晓
岭、宋小明、屈塬、清风、王持久、陈道斌、尹约、彭
子柱等，一年来创作出了13首海洋风主题歌曲
作品。2月23日晚，集中呈现这些海洋主题歌曲
作品的专场音乐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一批
著名歌唱家和知名歌手倾情演唱这些歌曲，进一
步传播海洋文化，展示海南特色文化魅力。

在昨日的研讨会上，叶小钢、印青、王晓岭、
孟庆云、屈塬、解承强、金兆钧等10多名著名词
曲家、音乐评论家们相继发言，围绕如何办好
海洋风主题歌曲创作活动，结合各自理性思
考、从业实践、人生感悟，从不同方向、不同角
度、不同层面，都作了前瞻性、高质量的交流发
言，提出很多具有建设性、针对性、操作性的宝贵
意见和建议。

据悉，我省将启动第二届海洋风主题歌曲
创作活动，届时将邀请更多的词曲家积极参与
进来。

海洋风主题歌曲创作研讨会昨海口举行
李军出席

据新华社电 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公
布的《2018年度消费者投诉举报咨询情况分析
报告》显示，保健品市场成为消费投诉的高发
区。市场监管部门提醒，一些商家频频推出免费
体检、义务讲座、名医义诊等五花八门的方式推
销保健品，老年消费者需警惕“花式”营销。

2018年 11月，南昌市西湖区市场监管局
消保局接待了十几名老年人的上门投诉，反映
他们在一家酒店参加某公司组织的会议，会议
中组织者以欺骗、恐吓等手段推销了床垫、玉
手镯、电饭煲、破壁机、酒、蛋白粉等产品。老
年人购买后发现这些东西多是以次充好、高价
出售，于是提出退货退款，但发现组织者已联
系不上。该局调查后，与会议组织者取得联
系，并通过组织者提供的联系方式找到该公司

相关人员，责令其立即退货退款，几天内共有
62位老年人陆续办理了退货退款手续，涉及
金额7.6万元。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一是患有疾病或
身体不适应及时到正规医院诊疗，不轻信保健
品经营者宣传的“疗效”，以免贻误最佳治疗时
机；二是到证照齐全的商场或超市购买保健
品，不光顾无证照的经营场所；三是切忌通过
非法传销、会议营销、电话营销等途径购买保健
品；四是不盲目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
健康知识讲座、专家报告、免费试用等活动；五是
选购保健食品要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健食品标
志及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并按标签说明书的要求
食用；六是索取并妥善保存购物发票等凭证，作
为维权证据。

免费听讲座做体检?
推销保健品才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