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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

" 记者!日从儋州市就业
局获悉#为更好解决三轮车主再就业
问题#该局将举办技能培训班和专场
招聘会$ 据介绍#儋州就业局将于"月
#"日%"月$"日#%月"日%%月&"日%%月
$"日连续举办"场现场招聘会# 每场招

聘会将提供&'''个就业岗位$网上同时
进行招聘活动$ 据悉#为提高三轮车主
的再就业能力#儋州市就业局从"月!日
起针对三轮车主举办技能培训班#培训
科目有汽车驾驶员%烹调师%家政服务%

维修电工等#'项#参加培训人员可按照
意愿选择培训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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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近期我国沿
海水域发生的几起因船舶配员不足导
致的重大水上交通事故#近日#三亚海
事局要求辖区轮船公司和船员共同抵

制非法雇用不适任船员及伪造% 租借%

转让%冒用船员证书等违法行为$

据悉#自(月以来#三亚海事局严
格将配员检查工作落到实处#有效保
障了辖区水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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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获悉#陵水警方近日
将开展打击赌博行动#时间从$'&$年
"月"日持续至)月"日$ 此外#记者还
了解到#陵水警方今年一季度共查处

各种赌博窝点!处# 抓获涉赌人员"$

人#其中行政拘留(%人$

陵水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对涉
赌辖区派出所责任人失察%失职%渎职等
行为进行追责#确保禁赌行动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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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郭
某从广西一高校应聘到海南经贸职
业技术学校$(年多#郭某的调动手续
没有办理#编制问题没有落实$ $'&&

年&$月#郭某就工资待遇等问题向省
教育厅递交'申诉书&#要求其作出处
理意见$ 之后#郭某以省教育厅没有
对此及时回复其申诉#行政不作为为
由#将省教育厅列为被告#将海南经
贸职业技术学校列为第三人#向海口
美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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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下午# 美兰法院开庭审
理了此案$ "月!日#美兰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驳回了郭某的诉讼请求$

郭某今年+'岁#在海南经贸职业
技术学校教务处工作$ $''!年*月他
被录用到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校从
事教师工作#当时学校承诺会尽快为
其办理调动入编手续$ 之后#郭某的

入编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经美兰法院审理查明#$'&&年&$

月"日#郭某向被告省教育厅递交'教
师申诉书&# 反映其与学校的人事管
理争议#要求省教育厅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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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条的规定#支
持原告的请求$此时郭某就其与学校
的劳动争议纠纷正在法院审理过程
中#郭某就同样的要求向省教育厅提
出申诉#省教育厅信访处收到申诉书
后#经请示领导#$'&&年&$月&%日#由
学校向郭某转交答复函#建议郭某申
明理由#等待法院判决$庭审中#郭某
否认收到该答复函$ $'&&年&$月$!

日#省教育厅给学校发函#要求学校
妥善处理#并做好郭某的思想稳定工
作$$'&$年$月$)日#省教育厅召集有
郭某%学校参加的协调会#指导%协调
学校与郭某之间存在的民事争议$

$'&$年$月$(日# 郭某以省教育
厅没有在法定时间内履行法定职责
为由# 向美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
求确认省教育厅的不作为行为违法
并限期给予答复$另查明#诉讼中#郭

某与学校的劳动争议纠纷一案#$'&&

年&$月$"日#美兰法院已作出一审判
决$郭某对该判决不服#已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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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相关规定#

郭某若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
以依法选择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诉#也
可以依法选择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劳动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还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年&$月"

日#郭某在法院审理其与学校的劳动
争议纠纷过程中#就同样的要求向省
教育厅提出申诉$ 省教育厅受理后#

于$'&&年&$月&%日%$'&&年&$月$!日
分别向郭某及学校就如何妥善处理
郭某的申诉作出了指导意见#并且就
郭某所反映的问题# 于$'&$年$月$)

日下午# 召集了有双方参加的协调
会#指导%协调两者存在的民事争议$

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省教育厅针
对原告的申诉问题#已经履行了其职
责#不存在不作为行为$因此#一审法
院驳回原告郭某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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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季来临# 海口市各类游泳场
所相继开放#参加游泳活动的人群
不断增加$ 海口市卫生局即日起将
对全海口市游泳场所卫生专项监
督抽检$ 防止游泳场所介水传染病
和健康危害事故发生#使广大群众
的健康安全得到保障$

按照市卫生局($'&$年海口市游
泳场所卫生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方案)

要求#市卫生监督局以严格游泳场所
卫生许可及夏季开放前卫生审查%强
化日常卫生监督巡查和技术指导%巩
固量化分级管理达标成果为切入点#

将重点对直管七十多家游泳场所水
质循环净化消毒系统设置及运转%卫
生管理制度建立与执行%从业人员健
康体检和卫生知识培训%日常管理工
作记录及使用消毒产品卫生许可批
件索证制度落实等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督促经营单位执行(五项公示制
度)# 即在场所醒目位置悬挂卫生许
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公示牌%水质
卫生状况公示牌#张贴近期卫生检测
机构出具的泳池水质检测报告#在泳
池入口处设置规范的禁泳标志#引导
广大消费者选择卫生安全的游泳场
所消费$

据悉#整个专项监督抽检工作将
持续到!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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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年海口市印刷复制发行
监管工作通气会在海口举行$ 记者获
悉#海口市将加大对印刷复制发行工
作的监管力度#确保印刷业发展不偏
离方向$ 即日起#海口市将开展印刷
复制发行监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印
刷复制发行行业违法违规行为$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要求#即
日起#海口市将(查处一批#整改一批#

关停一批)#凡是被查处违法违规的企
业将严格处理$

会上# 约&!'家海口印刷复制发行
单位与海口市文体局签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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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不从事违法%违
规印刷复制发行活动#净化文化市场$

e��Yw����������

�����i

()

�+���� � ¡¢£¤V¥¦�

e��YwB§¨©ª«¦T¬i��T

®¯°±¨©ª«¦TTR

²³´µ¶�¯·¸¹TR

yº»¼½¾¸¿À$!¿$TÁÂÃ*'¿

ÄÅÆÇC��ÈÉÊ

ËÌ\ÍÎÏÐÑÒÓ

RÔÕ�Ö³×ØÙV¥

\ÚeVÛ®�ÜÝ!Þ$ÜÀ

1 2 3 4 5

678! 9:;

45<=>?@

ABCD! EF

GHI"

!

"

#

JK5

LMKN5

OP5

QRS!TU5

VV5

ßC)*h-àá1

!"#âãRä�

据记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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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所有经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批准的公办和民
办全日制%寄宿制%半日制幼儿园及
小学附设的学前班%幼儿班!下统称
(幼儿园)"$

'细则&规定#公办幼儿园的保教
费% 住宿费收入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
管理#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住宿费收
入纳入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 公办幼
儿园住宿费标准按照实际成本确定#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民办幼儿园保教费% 住宿费标准
备案信息# 由备案机关在政府网站集
中公示$ 对不按规定备案或未按照备
案标准执行的民办幼儿园# 教育主管
部门在对其办园资质年检时给予 (不
合格)结论#价格主管部门对价格违法
行为予以查处$

)*håæç-1

!è@71yé-.

幼儿园完成正常的保教任务外#

为在园幼儿教育% 生活方便提供家长
选择的服务#按照(家长自愿#据实收
取%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可收
取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但不得与保育
教育费一并统一收取$ 服务性收费和代
收费项目实行目录管理#未纳入目录的
收费项目#幼儿园一律不得收取$

幼儿园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经幼
儿家长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 收费前向
幼儿家长发放收费通知单# 收费后发放
结算单或合法票据#接受家长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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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规定#幼儿园除收取保教
费% 住宿费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服
务性收费%代收费外#不得再向幼儿家
长收取书本费及其他费用$

幼儿园不得在保教费外以开办实
验班%特色班%兴趣班%课后培训班和亲
子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幼儿家长另行
收取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
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 捐资助学
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

幼儿园可对入园幼儿按月或按学
期收取保教费#不得跨学期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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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入园后因故退!转"园的#幼
儿园应当根据已发生的实际保教成本
情况#退还幼儿家长部分预收的保教费%

住宿费和伙食费等费用#具体退费方法+

保教费和住宿费按月退#伙食费按日退#

其他费用退费由家长和幼儿园双方协商
确定$ 实际在园时间的起始时点为开学
日#截止点为办理离园手续日$一学期按
"个月计算#一个月按('天计算#幼儿实
际在园不足('天的按&个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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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各类幼儿园要建立减免学费
制度#按'海南省学前教育资助实施方
案&有关规定#从事业收入中提取(,的
经费#用于适龄在园(三类幼儿)的减
免保教费%设立特殊困难补助等$

公办幼儿园免除适龄在园孤儿%残
疾幼儿及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子女
的保教费*对城乡低保家庭和持'特困职
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人员
子女的保教费#按照"',比例予以减免$

民办幼儿园可根据自身能力对家庭
经济困难的幼儿给予帮扶# 切实解决弱
势群体的幼儿入园%入托的经济困难$

流动人口的幼儿与同城幼儿享受
同等政策$

省物价局相关部门表示# 为进一步
修改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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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公布征求意见稿征求
各方面意见#具体细则参见海南价格网#

征求意见时间为"月*日至"月&%日#修改
意见可通过书面或电子邮件报送#邮编+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号省政
府办公大楼!+-室#邮箱+.//012**3#%(4

506#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