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今年海口73
所公办幼儿园首次启动春季招生工作，共提供学位5948个，
符合条件的适龄幼儿可通过电话咨询或前往现场报名。

记者 林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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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4+1”中
0注；“定位4”中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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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一等
奖中 0 注；二等奖中 0
注。下期奖池基金：1.36
亿元。

排列三 排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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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排
列3直选”中12注，单注
奖金 1040元；“排列 3组
选 3”中 0 注；“排列 5 直
选”中 2 注，单注奖金
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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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省财政厅近日就调整我省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发布通知，海口、三亚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标准为每平方米210元，拆迁安置
房、棚户区（危房）改造、保障性住房等免征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

通知指出，在本省市、县、自治县、城市规划区
和建制镇、独立工矿区、垦区以及经济开发区、产
业园区、旅游度假区、风景名胜区内，新建、改建、
扩建各种房屋建筑的，均应按规定缴纳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对临时建筑、房屋建筑地下室部分，
不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由市、县建设（规划）主
管部门或行政审批主管部门（以下统称主管部门）
在工程建设许可阶段按建筑面积一次性征收。具

体标准为：海口市、三亚市征收标准为210元/㎡；
儋州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陵水县征标准为
140元/㎡；其他市、县征收标准为85元/㎡。

可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包括：在城镇规
划区内的拆迁安置房、棚户区（危房）改造、保障性住
房（包括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等）；由
政府全额投资的公益性项目（市政基础设施、医疗卫
生、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科学研究、环保设施等）；军
队建设项目（不含向社会开放的经营性项目）；非营
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用于提供社区托育、养老、家
政服务的机构；经民政部门认定的优抚对象自建房；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医疗卫生机构。

可适当降低标准征收的建设项目包括：由社
会投资、社会和政府联合投资的公益性项目（市政

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科学研
究、环保设施等）按收费标准的50%征收；工业类
项目按收费标准的50%征收；限价商品房、安居型
商品房按收费标准的50%征收；依法取得土地权
属的居民自建房建设项目统一减按50元/㎡征收。

根据规定，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一般不得缓缴
或分期缴纳。通知要求，我省城镇建设项目收取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后，一律不得再收取水、电、气、
道路、消防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专项配套费。

通知明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属于政府性
基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和维护，主
要包括城市道路、桥梁、供水、排水、防洪、防灾、供
电、照明、通信、供热、燃气、消防、公共交通、市容
环境卫生等设施。 记者 刘兵

我省调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

海口三亚按每平米210元征收

●海口市教育局直
属公办幼儿园

海口市中心幼儿园长滨分园小
班、中班共招收180名幼儿。招生
咨询电话：0898-66711856

●秀英区15所幼儿园
小班计划招生297人，中班361

人，大班329人，共计983人。
新海幼儿园、金集幼儿园、金集

幼儿园秀海分园、保利幼儿园、锦地
幼儿园水头分园、秀英区中心幼儿
园秀中分园、长秀幼儿园、康安幼儿
园、永秀幼儿园、时代幼儿园、星河
幼儿园、星河幼儿园海岸分园、秀滨
幼儿园镇海分园、海秀镇中心幼儿
园、海秀镇中心幼儿园新村分园

秀 英 区 教 育 局 咨 询 电 话 ：
68661206

●龙华区9所幼儿园
海口市盐灶幼儿园、海口市高

坡幼儿园、海口市碧桂园幼儿园、海
口市碧桂园幼儿园西苑分园、海口

市南海幸福城幼儿园、农垦总局机

关幼儿园海口湾分园、农垦总局机

关幼儿园椰海分园、农垦总局机关

幼儿园知和行分园、海口市滨涯幼

儿园禧福分园。

● 琼 山 区
33所幼儿园

海口市琼山幼儿

园博仕分园、海口市琼

山幼儿园宝童分园、海

口市琼山幼儿园新英资

分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
坡镇中心幼儿园、海口

市琼山朱云幼儿
园、海口市琼山
区甲子镇中心

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中心
幼儿园、海口市琼山海航豪庭幼儿
园、海口市琼山区铁桥幼儿园、海口
市琼山幼儿园昱秀分园、海口市椰
合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东昌中心
幼儿园、海口市琼山中山幼儿园、海
口市琼山润江幼儿园、海口市琼山
流芳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
中心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
中心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幼儿园育
苗分园、海口市琼山幼儿园蒙爱特
分园、海口市琼山幼儿园石塔分园、
海口市琼山幼儿园明光分园、海口
市琼山幼儿园新金童分园、海口市
琼山海航城幼儿园、海口市琼山那
央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幼儿园三林
怡和分园、海口市琼山幼儿园凤翔
分园、海口市琼山幼儿园、海口市琼
山幼儿园金环分园、海口市琼山区
云龙镇中心幼儿园、海口市琼山滨
江新城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幼儿园
国风分园、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中
心幼儿园、海口市琼山世纪佳城幼
儿园

●美兰区15所幼儿园
海口市美兰区实验幼儿园橡树

园分园、海口市美兰区中心幼儿园
三淋美苑分园、海口市美兰区枫丹
白露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福安中
心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中心幼儿

园兴华分园、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

中心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实验幼

儿园巴宝园分园、海口市美兰区中

心幼儿园鸿德源分园、海口市美兰

区实验幼儿园铭扬分园、海口市美

兰区中心幼儿园美苑分园、海口市

白沙门幼儿园艺雅思分园、海口市

美兰区中心幼儿园振东分园、海口

市美兰区白沙门幼儿园中海分园、

海口市大致坡镇中心幼儿园梦之蓝

分园、海口市美兰区实验幼儿园

进入1月份以来，海口市
中心幼儿园等多所公办幼儿
园陆续发布2021年春季招
生公告。“园内尚有剩余学
位，现面向社会招生。”海口
市中心幼儿园长滨分园小班
和中班尚有学位，今年春季
招收180名适龄幼儿，持有
海口市户籍或在海口市居住
的适龄幼儿均可报名。

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了
解到，除了海口市中心幼儿
园长滨分园外，海口部分区
属公办幼儿园也将开展春季
招生工作。其中，秀英区有
15所，共提供学位983个；龙
华区有9所，共提供学位747
个；琼山区有33所，共提供学
位共 2538 个；美兰区有 15
所，共提供学位1500个。

海口这73所
公办幼儿园春季招生

海口73所公办幼儿园
首次开展春季招生

提供学位近6000个，部分幼儿园1月15日报名截止

海口市中心幼儿园长滨分园招180人

记者咨询部分进行春季
招生的公办幼儿园了解到，
相关幼儿园招生条件与去年
秋季招生条件基本一致。
大、中、小班幼儿需符合相应
的户籍、居住和年龄要求。

不过，各公办幼儿园根
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报
名方式。其中，报名海口市
中心幼儿园长滨分园的适龄
幼儿家长，需在1月15日前
到幼儿园官网下载填写登记

表，并发送到指定邮箱，如超
出招生计划，按发送邮箱的
报名先后顺序依次录取。海
口市椰合幼儿园学位申请时
间也是截止到1月15日，家
长可通过电话、短信和微信
公众号预约登记。

据了解，目前不少公办
幼儿园春季招生工作的学位
申请登记时间截止到1月15
日前后。各招生公办园招生
简章已陆续公布，并提供了
咨询电话和报名方式，家长
可关注相关幼儿
园官网或微信公
众号的信息，及时
通过电话咨询登
记或到现场报名。

家长可关注幼儿园官网或微信公众号
获取招生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