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海口的王姓市民建议!"海口市居
民菜篮子的分量很重# 肉类价格居高不下$

瓜果基本都是五元以上$ 蔬菜大都三元以
上# 且不说是内地运来的瓜果蔬菜$就算是
海南本地的$最便宜的萝卜%土豆也基本都
在两元以上$ 青菜从来就没有低于三元的#

而在内地$ 时令蔬菜基本都不会高于一元$

时令水果都在两元以下# 海口市居民的生活
成本至少是其他城市的两倍$而海口市居民
的收入和其他城市相比却相对偏低# 建议政
府进一步关心民众$体恤民情$能够切实减
轻居民的菜篮子的重量$ 使居民有能力%有
财力顾及到其他方面的建设&精神文明'# (

柯姓读者建议!"促进教育公平$ 落实
好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部等各部委关
于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通知精神# 海南作
为国际旅游岛和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更
应以开阔的视野和胸襟$ 积极作为$ 走在
各省前列# 外来务工人员作为相当大的群
体$ 他们以劳动和智慧为海南的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不能总是尽
义务$ 而不能享受城市福利甚至公民应有
的权利# 他们也是 )民*$ 希望省委省政
府关注他们% 重视他们$ 善待他们和他们
的子女后代#(

+ 菜篮子工程,

让市民菜篮子不再沉重

+ 异地高考,

解决外来务工子女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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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网上征集为民办实事$两天收到各类建议$&&条$!人居环境改善"最受关注

市民盼菜价切切实实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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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省委省政府为
民办实事事项活动将持续到

$%

月
%&

日#

活动
$%

月
$&

日启动后$两天来累计收到
各类建议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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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其中$"人居环境改
善(方面的建议$以总

'(

条位居民生实
事热点事项榜首$其他事项和教育方面
事项备受关注#

此次活动有关部门将通过省政府
网站征集栏目收集到的建议$ 按照就
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卫
生%农民生活生产条件改善%人居环境
改善%扶贫开发%缩小与全国价格涨幅
总体水平差距和其他方面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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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类# 统计数字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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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总计收到
各项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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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人居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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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扶贫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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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农民生产生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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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缩小与全国价
格总水平涨幅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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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医疗卫生
&

条$

其他方面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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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记者在省政府网站公布的市民建
议中看到$活动两日来收到的市民建议
已达

$((

条#其中$"人居环境改善(以总
'(

条建议位居民生实事热点事项的榜
首$其包括交通%文化%户籍政策%房地
产价格%菜篮子工程等多个具体方面#

来自海口琼山区的一位姓吴的市民建议!"希
望政府可以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 农村生活简单
乏味$农民干农活回来要么是打麻将$玩牌$或者
是看电视$不然就是睡觉了# 海口市政府可以向三
亚市政府学习# 在三亚的崖城镇政府工作了两年$

那边农村发展很前卫$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文化室$

健身娱乐场地$ 海口乡镇农村的发展与三亚相比
还是差了很多# 政府应该注重农村的文化发展$每
个村都应该设文化室$健身娱乐设备或场地$丰富
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

来自文昌黄姓市民建议!"帮助农村群
众做好农村道路建设$ 让村民出行方便$让
外出人员放心回家$让孩子上学不再难# 路
通财通$村民多年来一直盼望着政府能给予
帮助&农村孩子上学真是难!文昌市抱罗镇

新村村的孩子上学更是难'# (

+ 农村建设,

每个村应设文化室

来自海口的邱姓市民建议!"将法律援助列
为为民办实事项目$正确确定机构规格%编制$理
顺管理体制$从基础上为深化法律援助工作打好
基础# 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工作机制$为老百姓提
供实实在在的法治保障$通过个案正义$推动司
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 (

#司法救助$

把法援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村村通工程$

多修路 让农民出行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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琨'近年来$虽然海南省旅游景区景
点价格秩序明显好转$但仍存在个别
旅游景区景点不落实国家和海南省
关于青少年% 老年人等价格优惠政
策$部分景区点擅自推行门票价格优
惠措施等$ 扰乱旅游市场价格秩序#

省物价局将鼓励旅游景区景点根据
季节性客流量变化$分别设定旅游景
区景点淡%旺季门票价格$在主要节
假日%重大活动期间实行价格优惠活
动$同时建立免费开放日制度# 不得
针对不同群体$设置不同门票价格或

给予不同优惠待遇#

海南省物价局要求$ 海南景区点
不得实行价格歧视$ 要切实落实青少
年%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和宗教人士
等特定对象门票价格优惠政策# 旅游
景区景点在主要节假日% 重大活动期
间$可实行包括景区门票%景区特种项
目%景区餐饮%住宿等在内的联票%套
票等价格优惠活动$ 或不同旅游景区
景点之间联票%套票价格优惠活动$供
游客自由选择# 也可采取直接降低门
票%特种旅游项目价格等措施#

鼓励建立免费开放日制度# 依托

国家自然%文化资源投资兴建的旅游
景区景点应当建立免费开放日制度#

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城市休闲公园%科技馆等应当
逐步免费开放$让更多居民享受旅游
文化发展建设成果# 经营者根据旅游
需求变化$可发放旅游消费券$推行
奖励旅游$ 进一步培育假日旅游%生
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消费热点#

海南省物价局要求$旅游景区景
点设立的淡%旺季门票价格应当报所
在地价格主管部门审核$经省价格主
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旅游景区景点实

行特定期间价格优惠%建立免费开放
日制度% 发放旅游消费券等优惠措
施$应当报所在地价格主管部门核准
后公布实施# 各旅游景区景点经核准
后的价格优惠措施$至少于实施前一
个月向社会公布$各市县价格主管部
门应当通过价格门户网站同步发布
价格优惠措施$引导消费#

海南省物价局特别强调$不得实
行价格歧视# 旅游景区景点不得以任
何理由区别本地与外地游客$除政策
规定外$不得针对不同群体设置不同
门票价格或给予不同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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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第
四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海
口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从事家庭服
务业人员代表对家政服务业发展进
行交流和探讨#海口家庭服务业收费
标准明年或发布#

海口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会
长梁莲娣表示$目前$海口家政从业
人员超过

-

万人$家政企业多达
$+&

多
家# 一直以来$海口家庭服务业尚无

统一的收费标准 # 为了规范市场$海
口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与各家政
服务企业联合起来$制定家庭服务业
的收费标准# "标准已经做出来$正准
备报给政府部门审批# (梁莲娣说$该
标准有望在明年发布#

谈到家庭服务业收费现状$海口
家美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经理陈爱
英感触颇深# 她说$家庭服务业无统
一的收费标准$这种情况下$更多的
是家政人员和雇主直接协商薪酬#因

为薪酬原因谈不下来的情况$也很普
遍# "如果有了统一的收费标准$因为
薪酬原因没能成功谈下来的情况$将
大大减少# (陈爱英说$她们也一直期
待家庭服务业有统一的收费标准#

海口市政府高度重视家政服务
业的发展$ 今年

-

月海口被国家定为
大型龙头家政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
市#

(

月$海口市商务局委托海口市政
府采购中心$对大型龙头家政服务企
业建设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服务业项

目公开招投标在海口市政府采购业
务中还属于第一次#

$$

月
%&

日招投标
结果公告$海口大嫂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 海口家美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科成家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海
南和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四家企业
中标#每家中标企业将在明年项目验
收后获得

$.,

万元的商务部专项扶持
资金$并将在明年

.

月前$按照商务部
要求的家政服务龙头企业建设规范
完成项目实施建设#

省物价局!鼓励景点设淡旺季门票价格

鼓励景区景点建立免费开放日

海口家政服务收费标准明年或统一
海口试点建设龙头家政服务体系$四家企业中标$将获扶持资金

海口龙华计生委
招聘$!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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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应 ' 海口龙华区人口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人口和家
庭公共服务中心 &龙华区计划生育

服务站'

)#

名聘用制工作人员# 报名
时间!

)#

月
)'

日-

#.

日#

本次招聘医生
#

名%检验师
#

名%

/

超医生
#

名%药剂师
)

名%护士
.

名#

报名地点为龙华区人口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办公室&地址"海口市龙昆北

!"

号龙华区政府办公楼四楼
#$%

室'#

报考人员只能报考一个职位# 所需
材料!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执业
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验原件留

复印件'$ 本人近期
)

寸正面免冠彩
色照片

"

张$县级以上的计生部门开
具的计划生育证明# 在职人员需提
交原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

保亭招聘&!名
事业单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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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 林
方岱'保亭将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

(#

名$其中财政预算管理
事业编制人员

-+

名$事业单位雇员
)(

名# 报名时间为本月
)'

日至
#"

日$报
名地点定在保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本次考试的招考对象为高校毕
业生

0

定向培养#委托培养生除外
1

和
社会上具有国家承认大专以上学历
的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