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郭景
水 通讯员高春燕）记者今天从省考试
局获悉，今年安排在我省高招本科提
前批中的部分院校志愿填报的时间
为：6月28日8：00至17：30。

据介绍，本科提前批中 6 月 28
日填报志愿的学校包括：在本科提
前批录取的军队、公安、武警、司法
类本科学校；招收国防生的学校；教
育部直属师范院校的师范专业；招
收外语小语种专业的学校；招收边
防管理专业和侦查学专业的学校；
招收飞行技术专业的学校；招收轮

机工程和航海技术专业的学校；香
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实施
贫困地区专项计划的学校；需要面
试的公安类专科学校。

本科提前批中报考艺术类本科
学校（使用校考成绩录取）、艺术类本
科学校（使用我省统考成绩录取）的
志愿填报时间为：7 月 7 日 8：00 至
17：30。

根据稍早前省考试局发布的我省
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在琼招生计划统
计，我省今年高招本科提前批、贫困地
区专项计划共计招生2379人。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郭景
水）记者今天从省中招办获悉，6月27
日至7月6日中午12时为考生填报志
愿时间，学生可以登录海南省中招网
（www.zz.hainan.gov.cn），根据该网
站上公布的中考试题答案进行估分，然
后在提前批和第一、第二、第三批次中
选择学校志愿进行填报。今年全省22
所民办高中学校除了列入录取批次的
公费生计划外，其他计划实行自主招
生。

值得关注的是，参加第一批录取的
18所省一级学校的统招计划分A、B两

段进行录取，A段录取的计划数为该校
统招计划减去该校招生总计划5%所
得部分，B段录取统招计划的预留部
分。考生在6月27日至7月6日中午
12时期间，可以选报一所志愿学校填
报。7月29日—30日上午12时前，未
被A段录取的考生可以修改本批次志
愿，参加B段的录取。在B段的录取
中，海南中学这部分招生计划面向全省
招生，不再分配到各市县（单位）。未修
改志愿的考生，原来所报志愿继续有
效。本批次学校指标到校生的录取工
作在B段录取完成后进行。

本科提前批
明日报志愿

我省今年中招
今日开始报志愿

中招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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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在坚持中看见希望，我的成功只是
比别人多坚持了一会。”站在创业分享会
的演讲台上，海南三厨新海府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建胜娓娓道来自己的
创业故事，不时赢得阵阵掌声。

听众的掌声更多是向这位“农村娃”
17年不屈的奋斗致敬。目前，陈建胜领导
的700人团队已在海南开设13家分店，甚
至有一家分店已开到新加坡，年纳税额超
过500万元；每年销售的三厨萝卜干超过
1000万瓶，带来5000多万元的收入。

创业屡遇挫折不气馁

陈建胜1972年出生于海口，因排行

老三，总被亲朋称为“阿三”。虽只有初
中学历，但这个“阿三”不简单。

“家里穷，为了生存，必须学一门
技术。村里有人当厨师月薪1000元，
非常羡慕。”陈建胜笑着告诉记者，
1992年去技校学厨师时，他根本没做
过一顿饭。

但就是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在学习3个月后，陈建胜在一家大排档
从简单的杀鱼做起，一点点地虚心求
教，到1996年时，他已是个带领90人
团队的酒店厨师长，月薪也早已升至
5000元。

“我不可能永远打工，在还未成家
时，希望能多闯闯，必须要创业。”26岁
时，带着积攒的6.8万元积蓄，陈建胜毅
然决定，辞职创业。

府城中学旁的鱼锅店成为陈建胜创
业的第一站。“第一周根本没客人，2天
就亏损6000多元，亏损到最后，不得不
多方‘化缘’，最后还是朋友借的2000元

帮我渡过难关。”陈建胜说。
没客人，就得想办法揽客。一个偶

然的机会，陈建胜发现虾酱做的鱼煲很
有市场，多方打听后，他只身前往海口演
丰镇学艺。“两道菜救活一家店。”当时店
里推出的松涛鱼头和虾酱鱼煲很受欢
迎，第二个月店里持平，4个月后几乎天
天客满。

然而，好日子的时间并不长久，由
于松涛鱼头等原材料匮乏，一年后，陈
建胜的鱼锅店不得不歇业。闲不下来
的他，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这次却是普
通的粥。

“粥不分年龄层，接受度好，海南
人有夜宵的习惯，粥只要做得好，一定
有市场。”陈建胜说。为掌握经营粥店
的技术，他连续 3天驻扎在三亚认真
观察。

“以后看到粥都怕了。”连续吃了3
天的粥，陈建胜对粥有畏惧，但却坚定了
经营粥店的信心。

“把粥当成成就我后半生的事业来
做。”陈建胜透露，第一家粥店在海口文
庄路顺利开业，但前3个月还是亏损。
然而，凭着好口碑，粥店硬是扭亏为盈，
高峰时日销售粥400锅。

“两锅粥成就了我。”陈建胜说，海鲜
粥和鸽子粥是店里的主打菜品，凭借着
不断改良两款粥品，巅峰时他的粥店在
全省超过40家。创业17年，陈建胜卖
出了800万锅粥。

萝卜干登上大雅之堂

萝卜干是海南菜中的家常菜，可就
是这样一道寻常菜，在陈建胜7年的坚
持下，已畅销全国，登上钓鱼台国宾馆和
博鳌亚洲论坛的“大雅之堂”，产值有望
突破1.5亿元。

“研发萝卜干产品，我是开着奥迪进
厂，骑着自行车出厂。”陈建胜笑着说，
2005年开始开发产品时，由于未掌握保

鲜等技术，他甚至一天内将2000箱腐坏
的成品收回倒掉，3年的经营，亏损额高
达100多万元，众多股东纷纷退出，他只
能咬着牙坚持。

“我看好这块市场，第4年后萝卜干
产品开始走向正轨，慢慢被市场所接
受。”陈建胜透露，目前他已在公司内部
成立网购部，充分运用互联网销售产品；
同时，投入3000万元自主研发的萝卜干
产品生产线已投入运行，年产值有望达
到1.5亿—2亿元。

从大排档起步，逐渐从茅草屋升级
为宽敞的现代化店面，陈建胜成功实现
从“农村娃”到海南菜系领军人物的逆
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海南饮食文化
博大精深，关键是要充分挖掘地域餐饮
文化，讲好海南菜的故事。”陈建胜表示，
他将致力于挖掘、发扬海南菜系文化，让
更多的海南美食走进千家万户。

（本报三亚6月26日电）

“农村娃”陈建胜17年艰辛创业矢志创新

一锅粥成就琼菜领军人
创新创业 在海南

2015年6月20日—6月26日
海南省国家重点海水浴场水质状
况：本周我省国家重点海水浴场假
日海滩浴场的水质良，大东海浴场、
亚龙湾浴场的水质优，均满足海水
浴场水质要求，适宜游泳。

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5年6月26日

2015年第4期海南省国家
重点海水浴场水质状况

本报三亚6月26日电 （记者孙
婧 通讯员刘强）近日，经过周密布控，
三亚公安边防支队于三亚汽车站内成
功抓获贩毒嫌疑人“英姐”及其上线马
仔陈某，至此“2015·5·5”省督特大贩
毒案告破。这起贩毒案警方共抓获贩
毒嫌疑人6名，吸毒人员13人，缴获冰
毒1113.7克，K粉2千克，麻古73克，
瓶装毒品疑似物、粉末状毒品疑似物
和海洛因若干。

今年4月，该支队侦查员发现，三
亚娱乐场所、酒店及出租屋内女性聚
集吸毒有增多趋势。经秘密侦查了解
到，女性吸毒人员的毒品全部源于一

名化名为“英姐”的女子。警方介绍，
“英姐”具有较高的反侦查能力。为躲
避侦查，“英姐”在租住的房间附近安
装无死角高清监控，交易时，会进入菜
市场等人流密集场所，以买菜为掩护
迅速转移到交易地点。“英姐”将毒品
用茶叶包装打包后，通过传递暗号约
买家到自己住所或指定位置，直接通
过窗户抛扔、事后收款等非接触性手
法完成交易。

经过一番秘密侦查，警方基本确
认了“英姐”贩毒的事实。由于“英姐”
交易的毒品纯度较高，市场交易量很
大，对三亚社会治安造成极为恶劣影

响。今年5月5日，该支队将案件立为
“2015·5·5”专案展开侦查。办案人
员多次往返广东、海南两地展开侦查，
对“英姐”跟“上家”进行毒品交易的事
实予以彻底确认。

6月17日，一个绝好的抓捕时机
出现，有线索称广东上家将派“马仔”
乘坐长途大巴车带货至三亚，侦查员
提前在交易地点埋伏。当天10时许，
三亚汽车站，一男子将泡沫箱交给了

“英姐”，警方立即出动，将“英姐”及其
上线“马仔”陈某擒获。

落网后“英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透露，自己曾是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

生，回海南后本可以当一名英语老师，
有很好的前途，可在男友陈某的鼓动
下沾染上了毒品。今年初，陈某因贩
毒被警方抓获，“英姐”的吸毒资金来
源断了，但她凭借众多毒友，走上贩毒
这条道路。据侦查员江浪回忆，在搜
查“英姐”出租屋时，看到其吸毒前的
照片灵动可人，如今其人弱不禁风、满
身针孔，对比下反差极大。

经过紧张审讯，警方又在三亚市
内抓获一批下家毒贩和吸毒人员。目
前，6名贩毒人员已经被刑事拘留，13
名吸毒人员已被强制隔离戒毒，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耿伊潇 危炜）“6·26”是国
际禁毒日，也是海口海关开展打击毒
品走私“紫光”专项行动满半年的日
子，多宗走私毒品案被查获。自2009
年3月查获海南口岸首宗毒品走私案
件以来，海口海关已先后缴获毒品超
过58公斤。

今年以来，海口海关积极推动
邮递物品监管系统建设，运用数据
分析发现线索，提高邮递渠道打击
走私和查缉毒品的精准度，通过近3
个月的情报经营，查获3宗邮递渠道
走 私 毒 品 案 ，共 查 获 走 私 冰 毒

193.587 克，在海南、黑龙江等地抓
获犯罪嫌疑人4名。经进一步查实，
犯罪嫌疑人通过将冰毒藏在运动鞋
底部等方式，数次将涉毒邮包从三
亚寄往韩国等地贩卖。

受国际毒潮持续泛滥和国内毒
品问题加速蔓延的影响，当前海南面
临的缉毒形势依然严峻。海口海关
自2009年3月查获海南口岸首宗毒
品走私案件以来，先后查获行李夹
藏、人体藏毒、邮包藏毒等各类毒品
走私案件29宗，抓获毒贩52人，缴获
海洛因、冰毒、大麻等毒品共计58.81
公斤。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王琼超 阮冬冬）今天是第
二十八个国际禁毒日，上午，省琼山强
制隔离戒毒所组织全体戒毒人员开展
了一系列禁毒宣传活动。

上午8时，记者在现场看到，省琼
山戒毒所1000多名戒毒人员举起拳
头，面对冉冉升起的国旗，庄严地随着
领队齐声宣誓：“热爱祖国，遵守纪律，
戒除毒瘾，矫正恶习，认真学习，重塑
心灵”，并先后在“美丽海南 远离毒
品”的条幅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
字。随后，全体戒毒人员观看了禁毒
宣传图片展。

据了解，该所在国际禁毒日期间
还开展了“拒毒品、促矫治、迎新生”戒
毒文化月系列活动，在海口市城西镇
政府成立社区戒毒工作指导站，安排
戒毒人员进校园为师生进行现身说
法，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与戒毒人员开
展帮教助援活动；组织所内戒毒人员
观看禁毒宣传片、微电影，开展《感动
中国》观后感戒毒人员征文活动；组织
戒毒人员学习《禁毒法》、《戒毒条例》
等，开展禁毒戒毒知识竞赛；组织每名
戒毒人员在“6·26”前夕给亲属写一封
感恩信，表明戒毒信心，汇报戒毒、学习
成果，发挥亲情帮教在戒毒中的作用。

三亚公安边防支队侦破省督特大贩毒案

女毒贩“英姐”落网 曾是英语师范生

海口海关缴获毒品超58公斤 千名戒毒人员宣誓远离毒品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杜颖 通讯员朱
磊）5月17日至24日，在英国贸易投资总署、英国
驻中国大使馆、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协助下，由
省文化主管部门组成的考察团赴英国、瑞典两国
文史博物馆考察古沉船保护等相关工作，与英国
Mary Rose博物馆和瑞典远东文物博物馆展开
交流与合作研讨。

考察团参观了英国Mary Rose 沉船博物
馆的展示陈列内容和文物保护设施，并与英国
MET Studio 和 Imagemakers 两家文物展陈
设计公司及大英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达成了合
作意向。而在瑞典远东文物博物馆，考察团在
参观考察其基本陈列、文保设施外，还在两地博
物馆交换办展、互派人员培训等方面达成了共
识。省博物馆馆长丘刚表示，在瑞典期间，考察
组还访问了世界著名的沉船博物馆——Vasa
博物馆，其展厅设置对海南省博物馆二期中心
沉船展厅的设计和建设具有实质性的帮助和极
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也使海南省博物馆在管
理、展陈、文物保护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都有了全
新认识，为省博二期建设注入了国际化的视野
和力量。

本报五指山6月 26日电（记者刘
袭 王玉洁 通讯员余军军）主题为“走进
五指山”的第七届两岸网络媒体海南采
风活动今天在五指山市结束。21位台
湾媒体和11名大陆媒体的编辑、记者和
博客写手，携手走进五指山市，登山观赏
热带雨林、漂流感受峡谷风光、体验黎苗
独特风情。台湾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
长、新新闻报发行人兼社长陈万好告诉
记者：“琼台在旅游和现代农业等方面合
作前景广阔。”

五指山秀丽风光、美好生态环境
和独特黎苗风情，深深感染了两岸网
络媒体人员身心。参观五指山市黎锦
基地，观看70多岁的阿婆织黎锦，在黎
峒文化园了解黎祖祭祀活动后，台湾
媒体资深编辑张景照表示要把所见所
闻记录下来，努力让台湾民众认识一
个有故事、有味道的海南。

陈万好谈及走进五指山的感受时
说：“在五指山的感受和在阿里山的差
不多，海南中部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琼
台合作有潜力，给台商带来很多商机。
台湾的现代农业在国际上很有名气，发
展有机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先进，
很多农产品引入海南落地生根，琼台农
业合作前景美好。”

陈万好等台湾媒体人员表示，要对
这次海南采风活动做大量连续报道，平
面媒体要出专题推介海南，通过采风活
动推动琼台多方面的合作。

我省组团赴英瑞
“取经”古沉船保护
为省博二期展陈筹备注入国际化视野

两岸网络媒体人员
走进五指山采风

本报万城6月26日电（记者邓海宁）
26日上午，由南海网主办的“一带一路看
海南——2015年全国重点网络媒体海
南行”大型采访活动来到第三站——万
宁，感受这个蜚声中外的冲浪胜地。

当天上午，采访团走进万宁兴隆热
带花园，这里万千花卉散发出的自然香
气和满眼的绿色，让人的身心不禁处于
自然放松的状态。

“大家看我的右手边，这种植物叫神
秘果，吃了它后，再吃任何东西都是甜
的。”导游的一句话立刻引来一阵惊呼声
和拍照声。“真的吗？那这个用来喝中药
再好不过了。”面对神秘的各种奇花异
草，一路上采访团的疑问一个接一个，纷
纷发出感叹：“这个神秘的植物王国，真
是让人长见识了。”

“热带花园里这么多珍稀植物，甚至
还有濒临灭绝的植物，我还是第一次见
到。”中安在线编辑万晶非常赞赏万宁的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当天下午，采访团还来到万宁日月
湾冲浪俱乐部，与大海亲密接触，感受海
上冲浪的魅力。

6 月 26 日，农民驾
驶收割机在三亚市天涯
区槟榔河片区田间收割
稻谷。

今年第8号台风“鲸
鱼”给海南南部带来的持
续降雨告一段落，各地开
始迎来晴好天气，三亚当
地农民抓紧抢收早稻。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网媒行走进万宁
点赞当地环保意识

天气晴好
收割忙

关注禁毒日

◀上接A01版
又要把那些存在问题或者相形见绌的干部调整下
来。制定和实施《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
若干规定（试行）》，是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
部的重要举措，对于促使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
实”要求，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
题，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完善从严管理干部制度
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最根本的是健
全完善制度机制。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激
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保证能者上、庸
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
既要严格执行干部退休制度、领导干部职务任期
制度，加大领导干部问责力度，又要健全调整不适
宜担任现职干部制度。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认真落实好干部标准，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
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
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同
时，及时把那些忠诚、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用起来，切实增强干部
队伍活力。

会议要求，要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把推进领
导干部能上能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
部的重要内容。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党委（党
组）承担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
人，组织（人事）部门承担具体工作责任。要坚持
原则、敢于担当，形成一套督促检查的办法，做到
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各地区各部门要
结合实际，抓好《规定》的贯彻执行，把各项制度规
定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全面从严治党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上接A01版
不如领导带头干出样子”；三是抓好党建、抓好作
风就会打牢基础，固本培元，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正
能量；四是坚持“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实践证明，“千难万难，赢得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
就不难”。只要我们在工作中亲力亲为、身先士
卒，时时处处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将心比心、以
心换心，用真心、真情、真利益，就能赢得民心、赢
得群众对党的公信力。来自全省各有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中央驻琼媒体和省内媒体的舆论支持也
为乐东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罗保铭强调，在全省上下深入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之际，乐东经验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希望乐东县四套班子领
导干部谦虚谨慎，不断总结经验，为全省树立践行

“三严三实”的榜样。他特别强调，一个地方的发
展需要作风支撑、组织支撑，同时也需要经济支
撑，乐东要紧紧抓住西环高铁通车、中线高速动工
等重大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抓紧对最有价值
地块的规划、整合、管控和招商开发，提高经济发
展的能力和水平，为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
应有的贡献。

省领导李秀领、毛超峰、胡光辉、毕志强、贾志
鸿、陈辞，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上接A01版
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谱写美丽中国
的海南篇章。贵州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海
南生态立省的理念高度一致，海南抱着学习取经
的态度积极参与此次论坛，认真学习贵州在生态
文明建设上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推动海南生
态省建设。

刘赐贵还邀请贵州省主要领导在适当的时候
到海南考察指导工作。赵克志、陈敏尔愉快接受
了邀请。

海南省代表团下午还参观了贵阳市城乡规划
展览馆。

贵州省委副书记谌贻琴，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秦如培，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陈刚，省政府
秘书长唐德智；海南省副省长陆俊华、省政府秘书
长陆志远参加会见。

用真心真情真利益
赢得民心推动发展

贵州省主要领导
会见海南省代表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