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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校费$ 还是 %赞助
费&'谁也说不清楚( 万先生只知道'给
一个自称学校老师的人缴纳了#$$$元
后' 报名时原本严格要求的证件一下
变成了多余( 海口市教育局回称'中小
学义务教育阶段根本不存在择校费一
说'对于乱收费者'市民可以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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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万先生从大陆来到海口'

开了一家小店做点小买卖(

今年&月'日' 万先生去长堤路附
近的海口市二十一小给孩子报名'这
里也是小孩学前班就读的学校( 由于
证件不齐'学校没有给予登记'但让万
先生留下了联系方式' 并表示如果有
消息'将及时与万先生取得联系(

%过了几天后' 我就接到一个电
话'问证件准备好了吗)&万先生说(此
时'万先生只有一个户口本的复印件*

孩子的接种证' 与校方要求的证件相
差甚远(

根据 +关于海口市%$(%年秋季中
小学中职学校招生计划及方案, 的要
求'万先生还需要提供的证件包括-海
口市房管部门认可的房屋租赁证明
!落款时间应为%$)"年*月+)日前".随
父* 母或其他法定第一监护人进城且
在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

暂住证.孩子出生证等(

%后来我接到了第二个电话'说报
名要,-$$元'缴费即可'$万先生说(

类似万先生的情况还有马先生( &

月%日'马先生到学校给自己的孩子办
理入学登记( 学校告知需要证件'于是
马先生列了一张表' 并在接下来的)$

天里'准备好了这些证件(

&月)%日' 马先生再次来到学校(

然而'由于部分手续不规范'学校还是
拒绝了( 马先生没有离开'而是从口袋
里掏出了一盒能够买%大半缸子米$的
香烟'递了过去( %一个戴眼镜的人'就
给了我一号码'让我去打这个电话( $

接听电话的人自称是该学校的一位老
师'叫..波(

马先生打通电话后' 得到的答复
是'手续不全'需要交报名费,---元(

由于家庭困难' 马先生无力支付,---

元报名费用'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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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下午+时许'万先生带着
,---元现金和准备的给小孩报名的证
件' 来到长堤路( 在一辆车牌为 %琼
!00'11$的日产天籁车内'万先生和
这名男子达成了协议' 在缴纳,$$$元
钱后' 这名男子给万先生开了一张盖
有海口市二十一小学公章的纸条( 上
面写着-..家长'请于2-)2年&月2/日
到我校领取入学通知书(

交易过程很简单' 没有严格的审
核'没有房产证'更没有租赁合同'证
件只有两个-户口本和疫苗接种证( 该
男子看了之后说'%还需要出生证明'

你赶紧从老家寄过来( 把基本的证件
准备齐全就行( $

%这样就行了吗) $付了,---元现
金后'万先生不敢相信(

%这样就行了' 记得带着这个纸

条'和那几个证件'2/日去领取通知书
就行了( $这名男子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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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时间很短'也很隐蔽'更
没有任何收据等凭证'除了开具的%纸
条$外'一切都难以跟学校扯上关系(

回到家后' 万先生的妻子看到
,---元'只换回了一张不知真假的%纸
条$'心里便起了怀疑( %会不会是被骗
了) $万先生心里也有这个疑惑(

第二天'万先生带着这张纸条'找
到了该学校'询问招生工作人员( %这
个是不是可以领到通知书) $一个戴着
眼镜的中年男子对于万先生的疑惑没
有给予正面答复' 只是说了一句'%谁
跟你联系的'你找谁去( $

就在万先生回家的路上' 收取万
先生,---元现金的男子打来了电话'

表示要退钱'原因是万先生不相信他'

到学校去%吵闹$(

晚上'该男子给万先生打来电话'

语气缓和了很多'只说%希望大家出来
喝茶'好好聊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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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约定'),日万先生再次见到
了该男子(

该男子自称是该小学的老师'教
五六年级' 通过学校登记资料获取了
万先生的联系方式' 同时保证'%绝对
有学上' 我保证你拿着这个单子2/日
到学校'就能拿到通知书( $

对于收费理由*收费方式'该男子
表示'%你孩子不属于我们小学所划片
区'这个费用就是择校费( $

万先生-%我就住在这旁边' 我小
孩也在这里上了一年学前班( $

男子-%你没有租房证明' 证件不
齐就不行( $

该男子表示' 由于上面有规定'

%这个是要受处分的( $因此不能到学
校里面进行办理'不过%有这个盖了公
章的单子就行( $ 最终万先生没有退
款'依旧拿着%价值,---元的纸条$(

但),日万先生告诉记者' 他已经
找到其他方法可以完成报名' 不用交
所谓的择校费(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称'

海口市中小学教育阶段属于义务教
育'目前并不存在%择校费$一说( 与此
同时'据2-))年)-月下发的+海南省中
小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暂行
办法,'对全省公办中小学和中等职业
学校3含技工学校4服务性收费和代收
费行为作出明确规定( 其中也并没有

%择校费$这一项(

与此同时' 海口市物价局相关工
作人员也表示' 义务教育阶段的费用
目前只有一些少数的规定项目' 并不
存在择校费这一说法( 并表示' 如果
有人碰到这样的情况' 可以保留证
据' 向海口市物价局或海口市教育局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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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
午' 临高县第一艘钢质休闲渔船琼
临高5,&&&号在临高县新盈港下水'

填补了临高海上旅游业的空白(

据了解' 该钢质休闲渔船由浙
江象山博海船舶设计院设计' 由海
南威隆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投资+,-

多万建造'该船总长+/米'宽*米'吃
水深度+米'主机马力+5*67'航速
))节'续航能力)'天( 主要用于专业
垂钓*旅游观光'目前还处于海上休
闲试验性探索'待取成果后'将形成
规模化发展(

记者在船上看到' 该船设计新
颖'内设)2间豪华客房'空调*冰箱*

洗衣机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船顶开
设休闲吧'供游客娱乐.该船还配备
了+艘小型快艇' 为海钓爱好者提供
钓台'船底部设置2个舱'即活鱼舱和
能容纳)$$吨鱼的冷藏舱' 该船还安
装了,$米深的卫星定位探鱼器(

该船交付使用后' 将借助临高
独特的海钓资源' 增加临高县海上
旅游项目'积极发动渔民加盟'为当
地渔民拓宽发展渠道' 参与到休闲
渔业发展事业上来' 推动海上旅游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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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横路处于海口
市老城区'每天车来车往'人流量
大( 这里还建起了一个便民疏导
点'附近居民向记者反映'该路段
环境卫生很差'居民意见很大(

家住在文明横路一大厦的的
符女士也表示'这么拥挤的路段环
境卫生让人烦'各种臭味都弥漫在
狭窄的道路上空上(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便民疏
导点上垃圾确实很多'记者没有看
到环卫保洁人员的身影(与博爱街
道便民疏导点相距)$$多米处的大
东路便民疏导点'路面污水横流(

记者实地查看了文明横路的
情况后'把情况反映给了美兰区环
卫局(美兰区环卫局的一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文明横路的环境卫生
由街道办负责(

随后'便民疏导点的一位工作
人员与记者一起巡查了两个便民
疏导点的环境卫生'却意外发现在
大东路便民疏导点的附近'两家猪
肉摊位上所卖的猪肉'都没盖有检
疫章'说明猪肉是没有经过检疫的
私宰肉(记者当即把这个情况反映
给了文明东工商所钟月明所长(钟
所长立即安排'名执法人员赶到现
场'没收了'5斤不合格的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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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洋浦海事
局对靠泊于金海+8泊位的%擎鹏$轮
进行安全检查' 发现该轮船舶技术
状况较差' 要求整改合格后才能离
港( 洋浦局执法人员发现'该轮船的
油水分离器损坏无法工作* 应急发
电机无法起动* 应急消防泵无法出
水* 机舱逃生通道防火门变形等(,

项缺陷'其中+项为重大缺陷'已处
于不适航状态( 执法人员依法按照
有关规定' 要求该轮对存在的缺陷
整改'复查后合格方可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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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移动海南公司分别于
定安*五指山签署%无线定安$*%无
线五指山$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
约定' 双方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 围绕无线城市信息基础设
施*信息化平台等方面'全面推进政
务*旅游*农业*民生及相关行业的
多方面*多领域信息化建设进程( 使
%无线定安$%无线五指山$真正成为
促进发展*惠及民生的民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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