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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海口市龙
华区住房保障中心获悉#龙华区公共
租赁住房可正式申请$ 本次面向住房
困难群体推出的公共租赁住房为!""

套# 位于南海大道!#$号的南海花园
小区中#户型以单套建筑面积$"平米
以下的小户型为主$

本次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对象#

包括领取廉租住房租赁货币补贴%符
合经济适用住房条件但无力购买住
房的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以
及住房困难的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
工人员%符合相应条件的驻市部队军
官或士官等$

从即日起#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
人员#可以家庭为单位#全体家庭成
员为共同申请人&单身居民申请的则
以本人为申请人# 持申请人身份证
明%工作单位证明%劳动用工合同等
有关材料#到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
或镇政府提出申请$ 龙华区各街道及
镇政府在接到受理申请后将对申请
人的有关情况进行核实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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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记者从海口市交警支队
获悉#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办理电动车
牌照#$月'"日之后#海口的电动车上
牌工作仍将继续#并不会停止#但现
有的十个上牌点的地点将考虑做出
调整$

为了赶在$月'"日前免费给电动
车上牌#近来不少市民仍不顾烈日或

一大早便前往电动车上牌点排队领
取预约受理号#各个上牌点的上牌登
记市民明显增多$ 为了消除市民的担
忧#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特此
公告#$月'"日之后#海口电动自行车
上牌工作仍将继续进行#以确保符合
'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购买
的电动自行车都能上牌#望广大市民
不要着急$

同时# 为让电动车上牌工作更加
便民利民# 此后海口交警将在认真总
结前一阶段上牌工作的基础上# 对十
个上牌站点作出适当的调整# 以解决
在前段上牌工作中给办牌群众带来的
不便# 更好的将政府民生工程落到实
处$ 至于相关调整信息#交警也将通过
媒体宣传等多种方式及时告知市民#

请市民及时留意本报相关报道$

另外#自'"!!年(月'海口市电动
自行车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颁布以来#为了加大'办法(宣传力
度#提高群众的知晓率#海口交警从
去年开始#便持续不断的在各大媒体
上大力宣传'办法(规定的上牌知识%

通行规则及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和
处罚标准#使'办法(家喻户晓%人人
皆知$ 海口交警提醒电动自行车驾驶

人# 待电动车上牌登记工作结束后#

海口交警部门将加大对电动车处罚管
理力度#市民要严格遵守'办法(的相
关规定#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文明出
行#做文明市民$

据了解#截至$月)日#海口已经为
'#&#))辆电动车办理了牌照#预计$月
'"日前可以完成*"万辆电动车上牌的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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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记者从海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获悉# 我省将全面推行
社会保险一卡通$ 目前全省统一的
社保卡系统已经开发完成# 准备等
人社部审批通过后# 六月底有望启
动发卡工作# 发卡对象为参加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和职工社会保险等各类参
保人群$

据悉#今年#我省计划发放!$"

万张社会保障卡$ 我省社保卡将按
国家统一标准设计制作# 并通过国
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人
民银行审批后发行# 具备社会保障
卡相关功能$

那么#什么是)社会保障卡*一卡
通呢+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社会保障卡是面向
社会公众发行#应用于社会保障各业
务领域的集成电路卡#是持卡人享有
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权益的电

子凭证#具有信息记录%信息查询%业
务办理等基本功能$

社会保障卡)一卡通*#依托现
有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网络#

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卡流通制度和全
省%全国社会保障卡通用信息平台#

以社会保障卡为凭证# 把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业务有机地联系起来#为
持卡人提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从就
业到社会保障#到人事人才%劳动关
系业务的统一通用电子凭证# 实现

持卡人跨业务%跨统筹地区%一站式
的综合服务$

同时#通过在社会保障卡上加载
银行业务应用实现#创新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管理模式和金融服务模式#方
便参保人员便捷地享受社会保障待
遇和金融服务#提升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管理服务水平和金融服务能力$

据悉#社会保障卡采用全国统一
标准#社会保障卡号码按照'社会保
险法(有关规定#采用公民身份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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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英利%汉能光伏
等企业了解到# 目前已经有不少
入驻大企业与我省多家职业学校
建立起了技工人才的校企合作模
式# 有的企业直接和学校合作开
设了订单培养班# 将企业文化从
大一起就灌输给学生# 不间断组
织学生到企业实习# 不仅让学生
一进校门就有了就业单位# 也很
好解决了基层技工毕业后临时找
工流动性大的问题$

今年!(岁的文昌昌洒姑娘王
浪#是海南省技工学校'"!"年金色
阳光酒店管理服务订单培养班的
一名学生$ 经过'年的学习#今年)

月份她就要从学校毕业走向职场$

她不仅有了就业单位#而且有了明
确的职业规划$ )我打算毕业后就
去金色阳光#对那里的环境和工作
流程都已经很熟悉了$ *王浪说#刚
毕业的前两年先扎扎实实在企业
干#积累经验后再谋发展$

该校就业服务中心崔主任介

绍#'"!"年学校首先开始尝试订单
培养班#'"!"年他们开设了酒店管
理服务%机械维修%汽车维修#个订
单班#'#"名学生通过订单培养直
接进入澳飞游艇% 金色阳光酒店%

海马汽车工作$ '"!!年#他们又根
据我省引入的光伏%硅酸盐工艺等
新产业#扩大规模开设了!#个订单
培养班#招收学生&#"人$ '"!'年#

考虑到部分入驻大企业技工需求

得到一定程度满足#他们适时把订
单培养班精简到了$个$

而从实际效果来看#马上就要
走出校园走向职场的'个订单班的
就业情况非常乐观#供不应求$

海南省就业局人才服务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订单班的人才培养
方法#既满足了大企业进入我省之
后的用工需求#又解决了许多职业
学校学生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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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记者从三亚市教育局了解
到#为缓解高中学位紧缺状况#三亚
市实验中学今年(月秋季开始招收高
一新生$ 今后$年#三亚将通过增设%

扩建%联合办高中等增加#$""个高中
学位#解决普通高中阶段教育学位相
对不足#尤其是优质普通高中学位紧
缺问题$

据了解#高中学位紧缺是三亚初
中毕业生无法升读高中的主要原因#

多数初中毕业生只能进入技校或职
业高中就读#或流入社会$ 虽然三亚

毛入学率均高于全国和全省同期平
均水平#但随着近两年初中毕业生逐
年增长#而三亚各学校高中规模并没
有扩大#没有新建其它高中#再加上
城市人口特别是外来人口的快速增
加# 造成三亚普通高中学位不足现
象#尤其是优质普通高中学位紧缺$

为缓解高中学位紧缺问题#让更
多初中毕业生能享受高中教育#三亚
市政府对现有学校进行综合考察后#

决定利用三亚市实验中学丰富的教
育资源#增设高中部#设置&个班#招
收#""名学生$目前#学校高中部各项

准备工作已准备就绪#今年秋季将开
始招生$

根据'三亚市教育事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要求#三亚将按照)分期推
进#分步实施*原则#通过新建%改建%

扩建等措施优化高中阶段教育资源
配置# 争取$年内基本解决三亚市高
中阶段教育学位相对不足问题$在增
设三亚市实验中学高中部后# 今后'

年还扩建三亚市第四中学高中部#同
时发掘三亚市一中%二中%民族中学%

崖城高中潜力# 增加普通高中学位
!"""个$其次再用*年时间#新建海棠

湾中学%南新中学#以及将天涯中学
办成完全中学等再增加普通高中学
位!$""个$ 再就是出台优惠政策#引
进名校联合办高中和鼓励社会力量
办高中$ 近期#将引进北师大联合办
高中#支持海南华侨中学三亚学校扩
建高中部#扶持鲁迅中学高中部建设
等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个$以及扩
大三亚职业技术学校办学规模#增加
学位!"""个$ 力争到'"!$年#高中阶
段毛入学率将达到('+以上#'"'"年
达($+以上#基本实现普及高中阶段
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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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期全国蔬菜价格普遍上涨的
情况#$月)日#省价格监测中心分别
对海口南北蔬菜批发市场和大润
发% 家乐福等大型超市以及海口龙
华%金贸文华%振兴%秀英小街%海甸
三西路等农贸市场的蔬菜% 猪肉价
格进行了监测调查#并对近期海口%

三亚%儋州%琼海等市县上报的价格
监测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其结果显
示近期我省蔬菜价格有所反弹#猪
肉价格继续下跌$

近期# 我省蔬菜批发价格止跌
回升#特别是进入$月份后#蔬菜批
发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预测后几个
月我省蔬菜价格水平将维持高位运
行态势$ 而短期内生猪出栏价格仍
会延续小幅下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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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海南农垦)党代表讲党
代会*!

3456

" 巡回报告会在省
农垦总局大会堂举行# 拉开了全省
农垦系统学习贯彻省六次党代会精
神的活动序幕$

据了解#)党代表讲党代会*作
为此次农垦系统学习宣讲海南省第
六次党代会的主要形式# 由垦区参
加省六次党代会的代表组成报告
团#在农垦分海口%儋州%定安%三
亚% 琼中五个片区进行巡回宣讲报
告#时间从$月&日持续至$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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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时# 海南见义勇为服
务中心在海口市滨海大道城建大楼
举行揭牌仪式$ 该中心是由海口市
综治办主管# 海口市见义勇为奖励
基金会出资# 海南省民政厅批准登
记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它的揭
牌标志着我省帮扶见义勇为人员长
效帮扶机制形成$

据悉# 海南见义勇为服务中心
是为见义勇为服务的专职机构#其主
要工作任务是积极开展见义勇为工
作的调研%培训%交流%咨询%宣传%保
障%维权%推进等工作$该服务中心在
担负海口市见义勇为服务工作的同
时#也接受省综治办%省见义勇为基
金%各市县综治办%见义勇为基金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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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交办的各项为见义勇
为服务的业务$ 该中心设立后#将建
立网站#把全省见义勇为英雄的资料
公布#建立起一个交流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