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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12日讯（记者李佳飞）
2015年中考报名在即，海口市教育局日
前专门召开中考报名工作会议通报，今
年特殊考生报名渠道通畅，单报生可在4
月13日至17日前往海口市考试中心服
务窗口报名。此外，今年海口4所重点高
中将把40%公费生指标直接分配到初中
学校，“指标到校生”将严查户籍学籍。

特殊考生报名渠道通畅

据介绍，3月2日—8日，全省初三
学生信息导入省中招系统，自动生成考
生准考证号；4月13日—17日，考生报
名、录入报名信息数据。具有海口市常
住户籍的外省市学校应届初中毕业生和
往届生及具有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于4
月13日—17日在海口市考试中心服务
窗口报名，4月17日在报名点（海口市

考试中心）进行拍照确认身份；4月20
日上午在海南侨中初中部举行体育考
试；4月21日在海口市第二中学（海甸
岛一东路）进行理化实验操作技能考查。

如果在校使用的名字与户口簿上的
不一样，怎么办？按规定，考生必须以户籍
（身份证）上的名字报名中考，如姓名有修
改，须派出所出具证明到中招办后台修改。

应届初中毕业生因故没有参加
2014 年生物、地理考查的，可以参加
2015年八年级的生物、地理考查。已经
参加2013年的生物、地理考查，但由于
中途休学等原因，属今年应届毕业考生，
无须进行补考。

4月26日网上公布体育成绩

根据中招日程安排，今年海口各校
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于3月23日—4月

21日进行并完成。在体育考试全部结
束后，海口市中招办于4月26日将成绩
和等级分公布在海口市考试中心网站
（www.hkkszx.com）。经核对后有错、
漏成绩的，由学校做好登记，注明原因，
并于4月28日前发送邮件到市中招办，
审核完毕后，将于4月30日再次将更改
后的成绩公布在海口市考试中心网站。

此外，省属高中、市县重点高中
学校于 4 月 25 日前将文体特长生专
业测试综合音乐、美术、体育术科考
试方案报主管部门审批。5月 4日—
10日报考省、市县重点中学文体特长
生的考生要到报考学校参加测试和
面试。

“指标到校生”将严查学籍

今年海南华侨中学、海口一中、琼山

中学、海口实验中学这4所海口重点高
中学校将把40%公费生指标直接分配
到海口市区域内初中学校。

据海口市中招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录
取“指标到校生”必须是填报了招生学校
志愿，且初中阶段均在其初中毕业学校
就读，并参加学业水平考试的应届初中
毕业生。

在报名资格审查环节，实行考生资
格审查负责制，户籍所在地、学籍是否满
三年、享受优惠政策照顾、民族成分等，
都是学校审查的范畴。

海口市中招办相关负责人强调，今
年实行“谁主管、谁审查，谁确认、谁负
责”的考生资格审查负责制，严禁弄虚作
假，有弄虚作假的取消考试和录取资格，
已经取得学籍的，取消学籍，并严肃查处
违规为考生提供方便的工作人员和责
任者。

一豫籍男子
失联8年沦为“黑户”
陵水边防民警千里连线助其返乡

本报海口4月12日讯（见习记者罗清锐 记
者张谯星 通讯员王宇 王叶龙）河南信阳一男子
外出打工多年却身无分文，自觉无颜面对家人便
继续在外流浪，同时也失去了与家人的联系。幸
得海南陵水边防及时发现并施与救助，于近日成
功联系到其家属并助其返乡与家人团聚。

4月10日18时许，陵水边防支队军田边防派
出所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有一名衣衫褴褛的
中年男子光着脚丫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阿罗
哈工地转悠，行为异常。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调
查得知，这名刘姓男子32岁，河南信阳人。刘某自
称在海南各地的工地断断续续打工1年多，没存到
一分钱，不久前又被狗咬到，没力气干活，饿了就
到工地捡剩饭吃，困了就在未竣工的工棚睡觉。

当民警根据刘某提供的信息查询时，却查无
此人。随后，派出所民警通过走访打听，并与河南
省信阳市公安局取得联系，最终确认刘某是河南
省信阳市淮滨县一名失踪多年的“闯荡人”，因失
联多年，户口已经被注销。在信阳警方的帮助下，
找到了刘某家人的联系电话。

4月11日晚，刘某的叔叔从河南老家赶到陵
水接刘某返乡。经了解，8年前，刘某觉得在家务
农没出息，要出去闯荡赚大钱养家，但在外处处碰
壁，生活越发窘迫，到最后身无分文，沦为“流浪
汉”。而外出多年，刘某一个电话没有给家里打，
完全处于失联状态，家人以为刘某出了意外。

4月 13日—17日，具有海口市常住
户籍的外省市学校应届初中毕业生和
往届生及具有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在
海口市考试中心服务窗口报名；

4月 17日，在海口市考试中心进行
拍照确认身份；

4月20日上午，在海南侨中初中部
举行体育考试；

4月21日，在海口市第二中学（海甸
岛一东路）进行理化实验操作技能考查；

4月26日，网上公布中考体育成绩；

5月 4日—10日报考省、市县重点
中学文体特长生的考生要到报考学校
参加测试和面试。

今年中考海口4所重点高中按40%招“指标到校生”

“指标到校生”将严查户籍学籍
中考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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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长
古人云：春天萌生，夏天滋长。夏

天之于海南，意味着从苍穹来的阳光更
充足，从南海来的雨水更充沛。

阳光和雨水，对于海南“三农”的成
长，尤为重要。海南“三农”发展滞后，
很大原因是投入不足，数年来海南第一
产业投资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
重的1%左右。不浇水，哪有果实？没有
投入，哪有收益？

为此，省委六届四次全会提出，各
市县、各部门要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开展“我为农民增收办实
事”，为海南“三农”增阳光、添雨露。

从此，真金白银，投向了田间地头——
省委、省政府把品牌农业确定为海南

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每年投入1亿元
专项资金进行扶持。实施“中部市县农民
增收计划”，加大农村落后地区的投入……

从此，城里的“亲戚”，走进农家小院——
观念落后、思路不清、缺少资金、没

有技术……农民收入落后，每村、每户
情况不同。2014年，我省启动实施精准
扶贫，全省 5757 名干部进村入户结“穷

亲”，帮助贫困户找原因、寻对策，打通
脱贫致富“最后一公里”。

夏之阳光雨露，滋养着海南“三农”成长！

秋·变
秋，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季节。经济

进入新常态，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新挑
战，海南“三农”应时而变，变中破题。

识挑战，方知对策。经济新常态
下，海南农业面临诸多挑战：内地省份
大棚瓜菜的兴起、东南亚国家热带农业
的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农业生产
方式和农民素质还未完全适应大市场
时，充满个性化需求的新市场又悄然到
来；土地的制约，越来越难以适应粗放
型、土地集约型种植模式。

当然，新常态中除了新挑战，也有
新机遇：当生态资源成为稀缺产品，热
带资源和生态资源成为海南“三农”的
优势；中国旅游特区的打造，为农旅融
合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国家建设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为海南农产品带来国际

化销售市场。
海南正在抓住新机遇，实现“换挡

提速”：
——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土地效益

最大化。海南减少甘蔗等低效作物种
植面积，发展桑蚕、水果等，效益增加10
倍；掘金千万亩林下土地，发展立体农
业；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到“生命线”
的高度，推进农业精细化、品牌化；建设
美丽乡村与风情小镇，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适应新市场。
利用日益发展的网络和手机，1600多家
各具特色的海南农业电商，适应个性化
新市场；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提高
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组织化程度。

35年前，我们的改革从农村起步拉开
大幕；今天，海南农民求变求新的首创精
神，依然为“三农”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在琼中，福岛橡胶合作社开创年终
分红与金融合作，实现了农民抱团发
展；在东方，小岭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

自主摸索新技术新品种，吸引了不少大
学生加盟；在海口，龙鳞村村民集资11.8
万元，开发出垂钓、热带水果采摘、种
植、绿岛骑行等乡村旅游项目……

秋之变，让海南农业上新台阶！

冬·收
冬，本是水寒地冰，万物蛰藏的时

令；而海南的冬，却是丰收的季节。300
多万吨冬季瓜菜跨过琼州海峡，一路北
上，到达开着暖气的北方人家里；暖如
春的海南美丽乡村，引来了北方游客游
玩过冬，也为农民拓宽了收入渠道。

蜿蜒的青山、苍翠的森林，对于琼中
什寒村村民来说，一度代表着闭塞与贫
困。而如今，这里的深山美景和黎族苗族
人文风情，吸引了不少游客。不到5年时
间，什寒村蜕变为“最美中国乡村”，村民
的年人均收入从900元提高到了7528元。

变化的不仅是什寒村。绿树掩映
下的什进村、文通村，烟雨笼罩中的罗
帅村、铁匠村、龙鳞村，一地一景，一村

一品，均美轮美奂。今年春节黄金周 7
天时间，全省乡村旅游接待游客66.41万
人次，收入3.51亿元。

两年来，电商、农产品加工、扶贫、产
业融合、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方式转变齐
聚发力，让海南农民收入快速增长——

在白沙，我们看到了青松乡打贺村
村民张开全家的喜悦，40亩橡胶林下种
植了益智，一年增收3万元。青松乡发展
林下经济，去年益智产值达800多万元。

在文昌，我们看到了会文镇赤坎村村
民吴忠壮家的丰收，去冬他家13亩瓜菜，
卖了26万元。供销社利用健全的组织体
系和覆盖城乡的经营网络，为农户提供技
术、信息服务、销售服务，让农民增产增收。

当时间定格在2013年最后一天时，
海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扭
转了上半年落后全国的颓势，增幅达到
12.6%，高于全国12.4%的增速。

当时间定格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时，
海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913
元，比上年增长12.6%，增速排名全国第六
位，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4个百分点。

冬之收获，让海南农民有奔向小康
的底气！

（本报海口4月12日讯）

带着老乡一起奔小康

共青团海南省委 海南省青年联合会

主编：张成林 美编：张昕

短小精美的微电影是互联网时代广受
青少年欢迎的新时尚，顺应这一潮流，从
2013年至2014年，共青团海南省委先后
举办了两届微电影全国征集大赛，通过这
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播种到青少年心坎
里，创下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成功范例。

大赛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活
动重点，充分发挥微电影微时长、微制作、

微投资等特点，展现青年一代奋发向上，锐
意进取的精神风貌，通过优秀微电影的展
播丰富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应用新媒
体传播青春正能量。

两年来，大赛通过青春活泼的主题设
计，线上线下活动互动，全媒体立体化宣传，
吸引了大批青少年关注和参与，同时邀请专
家评审，使得大赛更加专业化。两届大赛共
收到参赛作品755部，大赛官网的访问量已
经超过300万人次，青春正能量官微粉丝数

近40万；团省委把评选出来的优秀作品通
过制作宣传光盘、在团省委网站、微博、微信
上提供观看链接的形式，将优秀微电影作品
展播活动覆盖至全省村级、乡镇街道级、直
属、高校、青年文明号团组织，直接观影人数
达到35万余人，通过微博、微信观看等间接
覆盖人数已超过180万人次。2014年，此
项活动被中宣部选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工作案例。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分
别作了专题报道。

2015年4月9日，“青春正能量——我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2015海南共
青团微电影全国征集大赛再次启航。

本届大赛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
导，共青团海南省委、海南省青年联合会、
中国移动海南公司联合主办，新浪海南、南
海网协办、康师傅绿茶特别支持。今年的
比赛将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
点，将传播“青春正能量”与“记录多彩青
春”相结合，通过红色精神、橙色信念、黄色

品格、绿色行动、蓝色使命、紫色梦想六大
主题篇章，面向全国征集反映青年生活和
精神状况，以及青年群体关注热点的微电
影作品。

大赛分为征集、评选和展播三个阶
段。大赛作品征集将一直持续到7月末，8
月主办方将组织观众评审团和专家评审委
员会对入围作品进行评选，9—12月举行
大赛优秀作品颁奖及系列展播活动。

本届大赛设置的总奖金高达35万元，

一等奖奖金高达6万元，这在国内微电影比
赛中也并不多见。与往年不同的是，为鼓励
本土微电影的发展，吸引更多海南青少年参
与微电影的创作，展示海南美丽形象和海南
青少年良好风貌，今年大赛增设“海南本土
微电影鼓励计划”，总奖金高达8万元。

同时在作品推广传播方面将充分利用
新媒体手段，加强青少年移动互联体验，让
广大青少年更快捷方便的吸收青春正能
量，践行核心价值观。

“青春正能量——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

2015海南共青团微电影全国征集大赛启动

专题

1、青春正能量公益课堂
活动将邀请在青少年群体中有影响

力的创业导师、新媒体专家、公益人士，
电影从业者到海南各大高校进行巡讲，
并通过微博图文直播和录播的形式，进
行正能量传播。还将邀请知名思政老
师，结合微电影作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网上公开课。

2、美丽海南·青春记录
活动将邀请广大青少年以秒拍短视

频、微拍作品、微博图文、朋友圈传递等
形式，寻访生活在当地的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好青年事迹，分享优秀青

年典型的成长经历、感人故事，传递生活
实践中的正能量。所有作品将在大赛官
方微博主话题、大赛官网专栏以图片和
短视频发布。

3、我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微访谈
活动

活动将邀请各界专家、海南优秀
青年代表、五四奖章获得者、优秀志愿
者、网络评论员、网络大 V 等每期数
人，以线上微访谈的形式，围绕“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题，
进行在线互动交流，诠释核心价值观
背后的意义。

参赛作品应内容健康向上，能够展现
青年一代敢于担当、奋发向上、锐意进取
的精神风貌，对广大青少年具有积极教育
意义，须鲜明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紧扣“青春正能量”主题围绕以下六个方
面提交作品：

绿色行动篇：倡导文明、和谐理念，这
里我们鼓励展示文明大行动、志愿服务和
希望工程等公益内容的影片；

红色精神篇：倡导爱国、敬业理念，鼓
励展示当代青年敢于担当、奋发向上、建
功立业等相关内容的影片；

黄色品格篇：倡导诚信、友善理念，鼓
励展示诚信致富、睦亲敦邻、传播美德等
相关内容的影片；

蓝色使命篇：倡导自由、平等理念，鼓
励展示尊重他人、健康生活、和美爱情等
相关内容的影片；

橙色信念篇：倡导公正、法治理念，鼓
励展示和引导青少年明辨是非、弘扬正
气、维护法治等相关内容的影片；

紫色梦想篇：倡导富强、民主理念，鼓
励展示和引导青少年敢于有梦、勇于追
梦、勤于圆梦的影片。

大赛特设海南本土微电影鼓励计划。
符合参赛条件的海南本土微电影作品，除
可参与全国征集大赛奖项评比外，还可特
别参与海南本土微电影鼓励计划奖金评
比。对海南本土微电影作品认定条件如下
（符合其中一项即可）：

一、在海南省登记注册、并在海南省

依法纳税的影视机构作为主创班底创作
的微电影作品；二、主创人员（主要是编
剧、导演、制作人员）为海南户籍人员、海
南省学校在校学生或有1年（含）以上海
南省社保或个税记录的非海南户籍人员
的微电影作品；三、以海南为主拍摄场景
地，反映海南题材、对海南进行实名正面

宣传报道的优秀微电影作品。

海南本土微电影鼓励计划奖金设置

一等奖（1名）3万元
二等奖（3名）1万元
三等奖（4名）5000元（或等值物品）

注：以上奖金均为税前

关注本次大赛官方微博@青春正能量
微电影大赛 ，以获得大赛最新消息。

登录大赛专题页面 http：//hainan.
sina.com.cn/2015vmovie/，下载《参赛作
品报名表》，按照要求进行填写。

1、将填写好的《参赛作品报名表》发
送到大赛征集邮箱：hnwdy2015@sina.
com进行预报名。

2、参赛者将参赛作品及相关视频图
文资料一起以数据光盘模式刻录，连同纸
质版《参赛作品报名表》（签好署名）邮寄
到组委会，也可以邮寄小容量U盘（不再
回寄）。

3、作品未曾在影院放映过，未曾获
得过往届海南共青团微电影大赛奖项的

影片；
4、影片时长为5-40分钟；
5、参赛作品需有中文字幕，500字以

内文字简介，同时附上对白及旁白剧本，以
方便评审；

6、作品要求：
作品标题格式：《作品名称》#青春正

能量微电影大赛#。
作品视频上传格式：MP4格式。
作品视频分辨率：1920*1080（建议高

清分辨率）
作品视频清晰度：超清或高清
邮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

42号海南国际创意港A栋101 收件人：
李卓毅；联系电话：0898- 68567690，

18976316533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7月 31 日

（以 相 关 材 料 当 地 投 寄 邮 戳 时 间 为
准）。

官方微博：@青春正能量微电影大赛
（http：//weibo.com/u/5040379220）
官方微信：微信订阅号“海南共青团”

（微信号：55097722）
联系电话：团省委0898-65337207
新浪海南0898-68567690-8056
传真：0898-65395101（团省委） 邮

箱：xcb65337207@163.com
地址：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海南省海

口市文明东路210号共青团海南省委宣
传部）

微电影全国征集大赛参与方式
三大主题线下活动

六大篇章

大赛奖项设计

大赛评选方式

海南本土微电影鼓励计划

最佳影片一等奖（1名）6万元
二等奖（2名） 3万元
三等奖（3名） 2万元
优秀奖（10名） 5000元（或等值物品）
单项奖 最佳编剧奖（1名）1万元
最佳摄像奖（1名）1万元
最佳音乐奖（1名）1万元
最佳创意奖（1名）1万元
注：以上奖金均为税前

大赛评选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网络评选
参赛作品统一上传至大赛官网页面

进行展播并接受广大网友的投票。
广大网友可以登录新浪网“青春正

能量”微电影大赛专题页面（http：//
hainan.sina.com.cn/2015vmovie/） 观
看作品及投票。视频总票数最多的50部
作品（海南本土微电影作品前20部）将进
入专家评选环节。

第二阶段：专家评选
主办方将邀请业内专家、演艺名人

对参赛作品进行评比，并接受社会监督。

（本版撰文/李文录 林蔚）

■■■■■ ■■■■■ ■■■■■

禁区玩航模且违规骑放电动车被处理

三亚一男子
持刀捅伤仨城管

本报三亚4月12日电（记者黄媛艳）因不满城管
队员正常执法，三亚一名男子持刀将3名城管人员捅
伤。目前，持刀伤人者已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

4月11日，天涯区3名城管队员在三亚湾路
海坡南门段进行日常巡逻，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沙
滩上玩航模飞机，骑行的电动车停放在沙滩上。
根据三亚市相关规定，三亚湾沙滩上禁止电动车
等车辆驶入，且该区域上空涉及飞行安全，严禁进
行航模、滑翔伞、热气球等一切空中飞行活动，为
防止意外，城管队员遂上前制止并劝阻。

“因为对城管人员暂扣其航模飞机有异议，这
名男子竟拿出水果刀刺向城管人员。3名城管人
员中两人伤势严重，其中一人被刺中胸部，一人下
巴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三亚市天涯区
城管局四大队大队长李伟表示，希望公众积极配
合城管人员，共同维护三亚湾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旅游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