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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外车来人往#商场内游客徐徐
移步#货架上大多空空如也$$今天是离
岛免税政策试行第三天#记者在三亚免税
店看到和前两天同样火爆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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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离岛免税实行第三天#但三
亚免税店里还是持续前两天火爆场面%

截至下午%时左右# 有的货架上已经被
扫一空#特别是香水&化妆品等柜台%

第一天# 三亚免税店几乎被游客
挤爆了#不少游客进店后#抓起前几天
提前'预订(好的商品就往付款柜台#

买一件商品要排队一个小时才轮到付
款#还没到中午&$点#有的货架已经空
了% 今天下午'时多#记者免税店看到#

不少品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 偌大的
货架上#只零星摆着几件商品% 在一个
手表专柜前#记者发现#前两天摆满款
式多种多样&价格不一的柜台里面#手
表的的款式明显少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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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三亚免税店每天最后营业时
间为晚&(点# 但由于这三天前来购物
的游客太多# 为保证游客有充足的购
物时间#三亚免税店贴出特别公告#由
于客流量太大#今天!$$日"晚上"点到
&(点不再接待新进游客%

据了解#这三天#三亚免税店的客
流量都在一万多人次以上% 由于三亚
天气比较热#尤其是下午太阳特别晒#

所以大部分游客都选择上午到各个景

点游玩#下午和晚上到免税店购物% 由
于客流量太大# 有的柜台不得不采取
限流进店挑选购买% 尽管店门口贴有
每天营业截止时间为晚上&(点的告
示#但晚上"点)(分以后#还是有大量
游客进店% 为保证前来购物游客有充
足时间挑选#购买#三亚免税店只好暂
时决定晚"点后不再接待新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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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游客#由于前来购买的游客
太多#当天不办理退货#请各位游客仔
细核对购买商品名称&规格等#以免给
你带来麻烦% (今天下午#当记者走来
三亚免税店# 听到商场广播不停地播
放不办理退货的提醒%

按规定#如果游客购买商品后#因

对商品不熟悉或者拿错商品# 游客只
要提供整个单据#当场办理退货#重新
购买所需要的免税商品% 如果是刷卡
付款# 所退货的款项将打入张先生的
银行账号#且退掉的原单据已经作废#

不影响法定享有购买次数%

但实际上# 由于这三天前来购物
的游客太多# 再加上许多人都是第一
次购买免税商品# 还是有不少游客购
买后发现所购买的商品不对# 尽管免
税店会这些游客办理退货# 但考虑这
几天前来购物的游客太多# 办理退货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游客的购买
时间% 因此#三亚免税店今天下午决定
暂时停止办理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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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 不少
商家在网上开店进行三亚免税品代购
业务#并开始接受预约#有的甚至在三
亚免税店外# 向游客游说他们可以代
购#并散发名片%

今天# 三亚免税店在进出口贴上
特别声明#除商场直接销售外#无任何
代购业务% 商店还把向游客散发代购
的名片张贴在门口# 提醒游客不要受
骗上当%

今天下午# 记者在三亚免税店外
面观察了一会# 发现在外面向游客散
发 '海南免税商品代购( 名片的人不
少% 当记者问一位自称可代购的男子#

他所代购的商品是不是真货时# 这位
男子信誓旦旦在表示# 他们有自己的
门路#保证代购的商品都是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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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中国联通海南公司与海
南省教育厅在海口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开展教育行业信
息化应用项目建设# 加强在校园安全
监控&远程在线教学&海南教育网&教
学资源共享&移动办公系统&校园'一
卡通(& 综合通信网以及基于)*技术
和光纤技术的应用项目等方面的合
作# 推动海南省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快
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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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定于'月$-.$"日举行'海
口市)十二五*规划纲要暨重大投资项
目发布会(#推出百大招商项目#投资
总额超过$(((亿人民币% 目前已接到
来自新加坡等国家#香港&台湾等省内
外地区的约'(家企业报名参会%目前#

省内外企业仍可报名参会# 海口市招
商电话+(-"-./-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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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政府++日召开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 ,海南省农药批发零售经营许
可管理办法!试行"-% ,办法-实施后#

至+(&)年# 我省将建立+至)家批发企
业&&-家区域配送中心&+(%家零售企
业的三级经销网络# 将从源头上遏制
使用违禁农药行为%目前#该省有证照
齐全的农药批发企业))0家#零售企业
&0-/家#农药经营企业存在'多&散&

小&弱(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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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年年会于'月&/日
落下帷幕#'月+)日# 博鳌亚洲论坛永
久性会址将免费开园# 海南本地居民
可持身份证免费入园参观% 游客可参
观展览馆内的123大屏幕&电子海报&

人机互动检索系统等高科技设备#并
了解论坛&(年的成长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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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全市普通高中 !含民
办"计划招生0/个班)"((人% 普
通高中学校只录取参加海南省
+(&&年中招统一考试的考生#其
中三亚市一中只录取体育和综
合素质评价均到达4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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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应届毕业生 !择校生不
受此限"# 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新
生属于省统一录取的# 由省中
招办审批. 学校擅自招收的高
一新生将不予承认学籍#责任由
学校自负%

今年秋季#将从三亚市一中
招生计划中划出%(个名额#用于
该校自主招收体育&艺术特长生
和教职工子女% 从三亚市一中计
划中划出&((个名额#用于招收+

个少数民族班学生!其中''个名
额用于招收春蕾班#春蕾班只招
收女生./个名额作为苗族毕业
生指令性招生指标#用于招收本
市户籍世居高峰&育才地区的苗
族考生#并确保育才片区&高峰
片区都有苗族学生被录取"%

另外#从三亚市一中招生计
划中划出+((个名额用于招收作
为扶持学校均衡发展的'指标到
校生(# 直接分配到学校择优录
取!分配名额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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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各镇凡年满/周岁的儿
童#按户籍就近进入所在教育服
务区范围内小学就读% 其基本原
则是以户籍为依据#统筹考虑接
收学校学位和招生能力% 城区小
学原则上不得招收户籍在本市
农村的儿童%

城区非三亚市户籍的适龄
儿童提前向教育局提出入学申
请!

01234567

"#由教育
局集中审核年龄&户籍等条件后
调剂入学% 符合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条件的#调剂进入服务区
内的小学就读% 这些儿童必须同
时符合如下四个条件+一是本人
及其父母均属于农村户籍.二是
属九年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

三是随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
进城且在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
条件的#要出具户籍所在地方政
府和派出所的证明.四是父母或
法定监护人在该城区务工就业
半年以上#且按照,海南省流动
人口管理暂行办法-办理暂住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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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暂住登记证明的%

不符合进城务工随迁子女
入学四个条件的儿童#经家长申
请#由教育局根据学位情况统筹
安排在适当的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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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市今年秋季计划招收初中
一年级新生&(-((人% 三亚市实验
中学招生&&((人# 其中招收普通
班+(个班&(((人# 招收民族寄宿
班两个班共&((人!含苗族特别录
取名额"#少数民族寄宿班只招收
世居该市&具有该市农村户籍且在
该市农村小学就读的少数民族应
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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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初级中学!完中初中部"

招收本镇全部小学毕业生免试就
近升入初中就读# 城区小学毕业
生按户籍免试进入所在服务区内
的中学就读%

符合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或少年#已
在该市就读的# 可在就读小学参
加小学学业水平测试或初中招生
报名# 并进入暂住地所属服务区
中学就读.今年秋季要求入学的#

由家长或监护人提前向教育局提
出申请# 由教育局审核后按学籍
管理和该市招生有关规定统筹安
排入学%

残疾儿童& 少年就近随班就
读#各校不得拒收% 各中小学不得
举行或变相举行选拔性考试录取
小学&初中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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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 海口市
政府限价蔬菜供应点又新增了-家
农贸市场#分别是秀英区的海港&小
街农贸市场# 龙华区的坡博农贸市
场#琼山区的城东&培龙农贸市场#

美兰区的龙舌坡&白龙&振兴农贸市
场# 意味着海口限价蔬菜供应点已
达到%7家%

据市场相关管理人员介绍#按
,海口市动用价格调节基金组织蔬
菜货源保障市场供应的工作方案-

要求#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需每&(天
新公布一次限价标准执行的要求#'

月++日至%月&日# 拟调整执行新的
限价标准为+上海青&8%元9斤&小白
菜&8'元9斤&空心菜&8/元9斤&黑叶白
&80元9斤# 每斤销售价格分别比'月
&+日至'月+&日第一阶段限价标准
低(8&元&(8+元&(8&元&(8&元%

执行限价卖菜的摊主# 只要与
市场管理部门签订政府临时限价政
策亏损价格补贴协议# 就能享受到
政府关于每斤(8+元的菜价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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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省中招办
获悉#所有初中往届生和非我省学
籍考生都必须参加今年我省初中
毕业生学业四个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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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考查#其成绩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
依据%

对于初中往届生来说:往年已
做过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的#

其综合素质评价可参照往年的评

价结果#结合其近期表现进行综合
评定% 没有做过综合素质评价的#

必须向市县!单位"中招办提供由
原毕业学校出具的初中三年的各
学科考试或考查成绩证明和能够
反映自己突出成绩&技能水平的获
奖证书等材料#由市县!单位"中招
办综合素质评价小组#结合其参加
我省初中毕业生学业考查四个科
目的成绩等级#评定其综合素质分
项等级和总等级%

对于非我省学籍的考生来说#

必须提供本人初中三年来各学科
课程的考试或考查成绩&毕业学校
鉴定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单&

成长记录袋以及能够反映个人突
出成绩和技能水平的获奖证书等
材料%各市县!

`a

"中招办综合素
质评价小组根据考生所提供的材
料#结合其参加我省初中毕业生学
业考查四个科目的成绩等级#评定
其综合素质分项等级和总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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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向社会发布
+(&(年度海南省地质环境公报#截
至+(&(年底# 我省目前已探明储量
的地热资源水源地有&"处# 已探明
储量的矿泉水源地有/(处%

据了解#海南岛地热资源丰富#

已探明储量的地热资源水源地有&"

处#允许开采量达%&(((;79<% 截止
$(&(年已开发利用的温泉有+ 儋州
市蓝洋温泉& 琼海市官塘和九曲江
温泉&万宁市兴隆温泉&保亭县七仙
岭温泉&三亚市南田温泉&三亚市凤
凰山庄温泉及海口市多家宾馆和酒
店% 琼海市于$((%年被中矿联命名
为'中国温泉之乡(%

截至$(&(年底海南省已探明储
量的矿泉水源地有/(处# 矿泉水资
源探明储量'0'-(8&";)9<%主要分布
于海口&三亚&保亭&万宁&琼海&屯
昌&定安&儋州等-个市&县%

'月$$日是第'$个世界地球日#

省国土环资源厅联合省地质局和各
市县国土部门# 在海口上邦百汇城
发起'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

的宣传活动# 通过地质灾害图片展
览& 赠送和派发灾害防治手册等方
式#呼吁市民珍爱地球保护环境% 该
宣传活动还在全省范围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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