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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3日讯 （记者李佳飞 实习
生陈诗雨）今天，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考试中心
了解到，今年海口中考成绩喜人，其中湖南师大
附中海口中学成绩斐然，今年该校784名学生
参加中考，总优秀率 70.79%，居海口市第一。
至此，该校连续三届蝉联海口市中考优秀率、高
分率第一。

以上成绩绝非偶然，根据海口市教育部门发布的
信息，湖南师大附中海口中学自成立以来，连续数年
在中考、小学毕业测试中各项指标名列全市前茅。以
2013年为例，中考7门学科中，该校有6门学科获A
率居海口第一名，仅英语学科获A率居海口第二名；
2014年中考，该校总优秀率达74.33%，名列海口市
第一名，七门学科获A率全部居海口市第一。

今年，湖南师大附中海口中学750分以上共
计147人，比率18.75%；700分以上共计507人，
比率 64.67%；650 分以上共计 652 人，比率
83.16%；600分以上共716人，比率91.33%，均稳
居海口市第一。

湖南师大附中海口中学中考成绩喜人

优秀率连续3年
居海口第一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记者周元）
眼下正值暑期，一年一度的全国大中专
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再次拉开帷幕。由海南大
学学生组建的“河西走廊生态旅游调查
团”成功入围“丝路新世界·青春中国梦”
团中央专项实践活动，并于近日启程。

据该团队指导老师王一钦介绍，生
态旅游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
设协调发展的重要形式，也是一种可持
续的发展形式。河西走廊作为“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文明
建设眼下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经过
一个多月的周密筹备，海南大学“河西
走廊生态旅游调研团”12名队员终于
踏上调研之路。他们将奔赴兰州、武
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进行实地调
研，拍摄纪录片，进行社区宣讲，撰写实
践报告，力争为“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
设贡献一份力量。

海大学子赴河西走廊
开展生态旅游调研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

一台台挖掘机挥起铁臂，上百号工
人持续奔忙，一柱柱隔水桩钉入地底。
7月中旬，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商贸城
棚户区改造项目基地，初现繁忙景象。
历经3年攻坚，乐东作风正，民心顺，生
机勃勃，获得省委、省政府高度肯定，兄
弟市县争相学习。面对成绩，乐东干群
拿出更胜以往的实干精神，力推乐东发
展更上一层楼。

乘势而上
投资环境谋升级

黄流商贸城项目是乐东重点项目，

总投资16亿元。今年年初，项目完成
2149户9万多平方米建筑的拆迁工作
仅用35天，创造又一项“乐东速度”。
在完成系列准备工作后，乐东以“一天
也不耽误”的精神，启动了项目土建工
作。开发商孙翔说，乐东县委常委孙钦
基本每天都来考察项目进展，协调解决
施工困难。

好上更须加好，是乐东干部的新心
态。历经整治，乐东已经是省级卫生城
市，如今，乐东已经把创建省级园林城市
和国家卫生城市作为新的目标。乐东县
园林绿化管理中心主任黄宗标透露，乐
东多项关键指标估评已达省级园林城市
要求，但还有部分工作没做好，一刻也不
能放松。

攻坚克难
新旧“骨头”一块啃

过去两年多，乐东总共迁坟11万余
座，占同期全省总量约四分之一。如今，
这块“骨头”依然要继续啃下去。“现在沿
海还有20万座坟墓要迁，压力很大，但
这也是动力。”县民政局局长邢琼尧表
示。

同时，乐东还主动出击寻求突破。
“目前沿海农村发展不错，但山区还是比
较滞后。所以我们正在把山区农村发展
作为一大重点工作。”县扶贫办负责人表
示。经过调研，乐东县热作办积极引介
企业为抱由、千家、万冲、大安、志仲等5

镇农户免费提供适合山区生存的砂仁种
苗，每年扶持一个镇种植1000亩。

今年沿海“三湾”（龙栖湾、龙沐湾、
龙腾湾）地区部分旅游、地产项目出现建
设进度滞后情况。目前，有关部门正迎
难而上，采取措施改革审批流程，实行跟
踪服务，加快项目进度。

抢抓机遇
众多项目快落实

抢抓机遇，谋就新发展。乐东交通
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乐东提前谋划，启
动了县城环城路、县城与中线高速公路
连接线和西线高速公路连接滨海大道至
九所、黄流、尖峰及龙沐湾、龙腾湾等“五

大”通海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
今年，乐东正全力组织实施49项重

点项目建设，重点加快推进滨海公路、龙
栖湾美丽渔村改造、黄流商贸城棚户区
改造、东坊村搬迁、望楼河综合整治、黄
流中学扩建、县中医院搬迁、皇宫酒店等
项目建设。

乐东县委书记林北川表示，在巩固
阶段性成果基础上，乐东将全面盘点各
项经济指标，能上马的项目尽快上马，对
正在建设的项目强力跟踪，不断调整和
完善各项工作方案和监督机制，努力破
解发展的难题和瓶颈，一步一个脚印地
朝着建设乐东老百姓美好家园的目标奋
力迈进。

（本报抱由7月23日电）

面对已有成绩不满足不等待，以更加实干的精神促发展

乐东：啃新“骨头”抓新机遇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记者郭景
水 通讯员刘丹）记者今天从省中招办获
悉，我省2015年中招提前批入围分数线
正式划定（已含省定优惠政策加分）。

据了解，我省今年中职与普通本
科“3+4”分段培养招生共有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琼州
学院三所省内外本科院校参加，其中
今年首次参加的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
学拿出两个专业参与招生，汽车服务
工程专业对接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的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机械工艺技术
专业对接海南省技师学院的数控技术
应用专业。

我省今年中招提前批入围分数线划定

本报保城7月23日电（记者易建
阳 特约记者黄青文 通讯员黄秋娜）
记者今天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博物
馆获悉，该县在海南省第一次全国可移
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民国时期“保亭县
政府”方铜印，印章经专家组于今年6
月鉴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记者今天有幸看到了“保亭县政
府”方铜印，该印方座柱柄，铜铸而成。
重0.98千克，长、宽皆6.5厘米，高10.5
厘米。印面刻“保亭县政府印”，左侧刻

“国字第四十四百十九号”，右侧刻“中

华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印把左边铭
“印铸局造”，右边铭“保亭县政府印”，
现藏于保亭县档案局，它是由民国政府
的国家印铸局统一铸造的篆文官印。

据了解，民国24年（1935年）3月，
广东省政府决定设置保亭县。“保亭县
政府印”即该时县府之印。而据其相关
铭文，民国时期县级政府之印系由中央
铸印局统一铸造，不仅有统一的形制，
且有统一的编号。

保亭县博物馆馆长陈玉林介绍，6月
底，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办公室

组织南京博物院研究员程晓中等11位文
物级别鉴定专家对“保亭县政府”方铜印
等文物进行级别鉴定，“保亭县政府”方铜
印被鉴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该印保
存至今历史价值很高，为研究保亭历史提
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陈玉林说。

同时，在此次普查中还发现了一枚
民国琼崖抚黎专员铜章，被专家确定为
国家二级保护文物。该铜章直径4厘
米，厚0.5厘米，重0.01千克，章铭名：琼
崖抚黎专员陈汉光。陈汉光，广西人，
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928年任国

民革命军第六十六军第一六O师师长、
第四十四师警备旅旅长。1932年任国
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一旅旅长。

另外，在此次普查中，还发现了民国
时期的地图，共十四张。地图为纸质，分
别是保亭县、翻阳峝、堡头峝、吊罗山（两
张）、万冲峝、藤桥市、五指山、文化市（两
张）、石峝站、什密、南桥市、喃淋峝等地
区地图。均为民国一九三七年测，一九
三八年制板，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一年翻
印。这些地图为了解民国时期保亭县建
置行政区划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民国时期
“保亭县政府”方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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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所普通高中

海南中学少数民族特招班：少数民族聚居市县户籍考生737分；非少数民族聚居市县户籍考生744分
国兴中学少数民族特招班：少数民族聚居市县户籍考生693分；非少数民族聚居市县户籍考生695分
海南中学中英高中课程实验班:692分
海南华侨中学:中英国际班 660分；中美合作实验班655分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实验班）:708分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696分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陵水分校“皓泰圆梦创新实验班”:691分

海南省旅游学校（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535分，海南省旅游学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526分；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527分；三亚技师学院（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532分；海南
省农业学校（果蔬花卉生产技术专业）542分；海南省商业学校（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526分；海南省机电工
程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531分；海南省技师学院（数控技术应用专业）526分

中职与普通本科“3+4”分段培养的中职、技工类学校试点班

制图/许丽

本报文城7月23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崔
玲 郑杰）近日，由文昌市航天旅行社打造的文昌首
家旅游交易平台——文昌航天旅游网于近日正式
上线运营。

文昌航天旅游网由文昌市航天旅行社研发，
是一个立足文昌充分挖掘该市旅游资源开发的综
合性旅游交易平台，设有PC版和手机移动版，游
客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浏览航天科普知识，掌握文
昌旅游资讯，还可以预定旅游线路、酒店、景点门
票、汽车等，享受到更加经济实惠、更具个性化的
旅游产品。

吃、喝、游、购、娱，游客可以全程自助式在线
完成。从线上到线下，从在线预订支付到游客个
性化消费体验，可以通过网络达到无缝衔接。文
昌市航天旅行社总经理祁少雄介绍：“传统旅游靠
媒体广告去宣传，属于促销，而互联网旅游是大营
销的概念，可以让我们及时与游客进行双向沟通，
双方需求可以达到平衡。”

文昌航天旅游网
上线运营近日，海口市海秀快速干道

秀英段工地，工人在加紧搭建手
脚架。

随着海秀快速路最大“拦路
虎”博抚段完成拆迁工作，秀英
区已完成海秀快速干道全部征
地拆迁签约，施工单位全面进场
施工。

据了解，海秀快速路项目是省
市重点项目，东起国兴大道，西至
海口火车站，全长18.7公里，设计
车速为80公里/小时，双向六车
道。建成后，将极大改善海口的交
通环境，缓解中心市区交通压力。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海秀快速干道
施工正酣

本报临城7月23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吴孝俊 实习生陈诗雨）每
响起一次短信提示铃声，临高县皇桐镇
常务副镇长王子彪紧缩的眉头都会稍稍
舒缓。“短信铃声响一下，代表有一个客
户在网络上下了单。”近日，临高县芋头
出现滞销，近60万斤芋头让当地农户和
政府部门发愁，他们正通过各种渠道消
化这些“烫手的芋头”。

为缓解种植户的困境，皇桐镇和临高
县农业部门派出专门的工作组帮助农户
销售。连日来，海南农信通、爱哪哪旅行
网等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和本地爱心企业
纷纷向滞销农户伸出援手，通过向社会发
布芋头销售相关信息，扩大滞销芋头的销
量，一批批爱心订单迅速飞向农户。

王子彪介绍，相关部门通过微信、网
络发布信息、主动联系收购商、滞销产品
公益性渠道等方式找销售，仅两天就卖
出3万多斤芋头。

博德村村民陈明光告诉记者，镇里
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很多网友订购他的
芋头，让他很感兴趣，希望自己也能学会
互联网销售，以后开个网店卖芋头。临
高县农业局局长符巍瀚说：“今后农业局
将在农民网商、农产品电子销售平台、网
店开设等方面组织农户集中培训，让农
民再遇到农产品滞销难题时多条路子，
多个法子。”

临高皇桐芋头滞销
干部网上找销路

本报海口7月23日讯 （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何运峰 实习生陈诗雨）今天，海口市琼山区
云龙镇举行“智慧云龙”互联网小镇无线WiFi
开通仪式，在全省率先实现镇墟WiFi全覆盖，
标志着云龙镇互联网小镇建设已取得阶段性
成果。

据了解，云龙镇按照琼山区委区政府统一
布署，利用自身优势，由云龙农会牵头，移动、电
信等运营商和大昭圣典等龙头企业合作，积极
启动“互联网+农文旅小镇”建设工作，在全省
率先实现镇墟WiFi全覆盖。当前镇墟WiFi的
全覆盖可为辖区内的老百姓提供免费的互联网
接入服务，给百姓发展“互联网+”产业提供便
利。同时，通过该平台，政府可以实现向群众及
时发布各类信息、建立局域社区论坛等服务信
息等功能。

除此之外，云龙镇政府还与中国移动签订
《“智慧云龙”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中国电
信签订《镇村100M带宽建设协议》，分别建立长
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中国移动计划
建设2/3G基站19个、4G基站36个，为重点区域
提供百兆光纤互联网接入能力，覆盖周边农户和
专业合作社，解决村级信息服务问题。

海口云龙镇
实现镇墟WiFi全覆盖

◀上接A01版
一边是枕着海风，另一边传来的是建造
渔民定居点的机器声，渔民一边尽享海
岛风情，一边怀揣住进新房的美好愿景。

透过渔民吴淑梅家棚房的窗户看
去，刚好能将海景和一座正在修建的定
居点尽收眼底。

你们就要住进前面的“海岛别墅”了，
开心么？听到这话，吴淑梅难掩兴奋，环顾
了一下自家的油毡纸房后说，“如果能住进
新房，就不回琼海咯，在这里安享晚年！”

今年“五一”，赵述岛首批27套居民
定居房开工，此批项目总计建设67套新
房，建成后，赵述岛所有渔民都可搬进新
房，告别风吹雨淋。

三沙的主权担当和广大渔民的终年
驻守，为主权三沙之梦扬帆。

省委书记罗保铭用“不怕艰苦，不怕
情况复杂，不怕前无先例，勇于担当”来
理解三沙人肩负的重任，赞叹三沙人勇
于作为、敢于作为的气魄。曾任国家海
洋局长的省长刘赐贵，八次赴三沙，高度
评价三沙人这3年来的成绩：初步实现
了中央设立三沙市的战略意图。

2012年，设市伊始，三沙在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里组建起了市级机构。

设市1周年，三沙成立永乐工委，工
委在4个岛礁分别成立了居委会，开展
岛礁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维权。

设市2周年，三沙成立永兴（镇）工

委、七连屿工委，大力发展基层政权。
设市3年来，三沙市成立了4个工委

（管委会）及武装部，成立了9个社区居委
会，建立党组织39个，实现了“有居民岛
礁就有党员”，建立了基层法院和检察院。

今天，三沙政权，已覆盖到西沙群岛
的每一个岛礁。

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两次率队
巡航南海，慰问南沙驻礁官兵。今年5
月巡航中沙，经漫步暗沙和神狐暗沙，向
国旗宣誓：保卫祖国海疆！

三沙海上综合执法队伍已经实现对
西沙群岛的常态化巡航。3年来，其在
中南西沙海域巡航执法250多航次，行
程3万多公里；综合执法队从5人发展
到100余人；三沙建立“六个一”军警民
联防机制增强海上执法力量，组建439
人的民兵连，成立了9个岛礁国旗班。

从建设政权机构到提升行政、执法
效能，三沙筑起一道维护主权、行使行政
管辖权的坚强堡垒。

主权三沙之梦在一路向南的海浪中
奋勇前行！

为美丽三沙之梦引路

永乐群岛的鸭公岛面积仅0.01平

方公里，这个珊瑚碎石小岛，原来岛上只
有1棵野椰子树，渔民连个遮阴的地方
都没有。今天，再度走上鸭公岛，数百棵
步麻树枝繁叶茂。在“椰香公主号”到来
时，渔民就在树下摆饭桌开渔家乐，喜迎
游客。

变化更大的是赵述岛。在黑夜里，
被太阳能路灯照亮了的环岛路像极了一
串珍珠项链，熠熠发光。而阳光下的赵
述岛，路旁1000余棵椰子树在风中摇
曳，错落有致。有花草，有瓜菜，“海鸟不
登赵述岛”早已成为历史，曾经绝迹的白
鹭又重新飞回了岛礁。

三沙设市之初，曾有人产生疑问：大
规模建设会不会给三沙岛礁和海洋生态
带来破坏？

3年过去，三沙人用最自信而响亮
的声音回答：不会！我们让岛更绿、海更
蓝了！

三沙设市后，实施了最为严格的环保
措施，要求所有建设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环
保评估。设市仅一个月，永兴垃圾污水处
理项目开工。如今，一个日处理1800吨
的垃圾收集转运站和污水处理厂都在永
兴岛建成，即将投入使用。

海域生态监控设备在永兴、赵述安
装运行，北礁、华光礁等5个岛礁加快推

进海洋环境监测；鸭公岛、羚羊礁、甘泉
岛的海岸生态修复工程已启动……

三沙把可持续的自然生态之美，带
进了现实。

为幸福三沙之梦发力

在赵述岛生活了16年，渔民吴淑蓉
没想过如今在岛上可以跳广场舞，跳完
舞后还能美美地洗上热水澡。

“过去喝的水都没有，哪还有水洗
澡！”吴淑蓉说。

三沙设市前，赵述岛渔民靠收购渔
货的船运送一些淡水和油米菜，碰到天
气不好，就只能接雨水喝。没水没电缺
吃少物是经常的事。

如今赵述岛不仅有海水淡化厂，还
有两台150千瓦发电机，24小时供电。
冲锋舟来往于永兴岛与赵述岛之间，半
小时一趟，大米、食油、淡水、蔬菜源源不
断地运上岛来。3年时间，三沙市在5个
岛礁安装了海水淡化设备，解决了居民
用水和绿化用水。渔民用上了太阳能、
村村通、户户通，能收看到50多个电视
频道。

对渔民来说，这种变化，就是属于他
们的幸福指数。而这幸福指数，不止是

生存条件的进步与保障。
——三沙市规定对渔民实行驻岛补

贴。渔民一年驻岛满180天的都发放，永
兴社区渔民郑有机去年领了1.2万元。

——三沙将最难解决的岛礁军民上
下岛交通问题，当作为民办实事工程来
抓。如今，“琼沙3号”每月增开两班，新
建造7800吨位的“三沙1号”轮、“综合执
法001号”、“甘泉岛号”等相继起锚，同时
租用政务包机、“椰香公主号”轮，全面解
决人员上下岛难和补给物资难。

——永兴岛上，新建成的5条道路
纵横交错，市人民医院设备先进，公用住
房楼落成，永兴小学今年9月开始招生，
永兴居委会综合楼投入使用，3栋崭新
的渔民定居点按时竣工。

——三沙市财政安排1000万元专
项资金支持西沙渔民转产转业，积极发
展岛礁服务业。目前，西沙群岛已有5
家渔家乐开张，80多名渔民实现转型就
业。特色经济突起，三沙财税已突破亿
元大关，工商注册企业超百家。

是的，三沙人能讲述出的幸福，还有
许许多多……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之上，带着出征
的气概，地处“一带一路”前沿的三沙，迸
发出“建设璀璨明珠、建成千百驿站”的
豪情！我们为这自信叫好，我们共期美
好的未来！

（本报永兴岛7月23日电）

聆听三沙逐梦的脚步
当一回“小交警”

7月23日，团海口市委在海口青少年活动中
心交通安全体验基地开展“一日小交警”活动，交
警教小朋友们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交通指挥手势
操及如何识别交通警示标志。小朋友们在有趣的
模拟游戏中争当文明出行的小小宣传员。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上接A01版
她的这种大无畏精神体现了一名优秀新闻工作者
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担当。

《决定》提出，向李松梅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
她无限热爱党的新闻事业，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
职业道德；学习她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社会正气、弘扬法治精神的优良品质；学习她
不顾个人安危，热爱人民、见义勇为、挺身而出、惩
恶扬善的担当精神。

《决定》要求集团各部门、单位和全体采编人
员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掀起学习李松梅同志先进
事迹的热潮，爱岗敬业，敢于担当，按照“三严三
实”的要求，积极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做好新
闻舆论宣传工作，为海南的科学发展、绿色崛起营
造更好的舆论氛围，推动报业集团各项事业又好
又快发展。

向李松梅同志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