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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选，共选出获奖作品32篇。

一等奖（3篇）

1、《餐桌上的物价——我省“菜篮
子”保供稳价调研报告》/选送单位：省政
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

2、《关于科学发展我省深海网箱养
殖业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省政协人
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省政协研究室

3、《创新海口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比
较研究》/选送单位：海口市政协

二等奖（7篇）

1、《海南省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政策

落实情况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省政
协经济委员会

2、《关于保亭县农村集体土地权益
被损害情况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保
亭县政协

3、《关于我省司法体制改革的调研
报告》/选送单位：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
员会

4、《关于海南省民族地区基础教育
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省政
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5、《澄迈县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调研
报告》/选送单位：澄迈县政协

6、《关于创新、改进三亚市社区服务
和管理治理模式的调研报告》/选送单
位：三亚市政协

7、《征地拆迁视野下的农村发展》/
选送单位：致公党海南省委

三等奖（9篇）

1、《三江之源地保护状况调研报
告》/选送单位：琼中县政协

2、《海南楼宇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对
策研究报告》/选送个人：李仁君

3、《关于我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情况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临高县政
协

4、《关于我省科技创新环境建设的
调研报告》/选送单位：省政协教科文卫
体委员会

5、《海南省“国培计划”置换脱产培

训农村小学教师需求调研报告》/选送单
位：民进海南省委

6、《关于垦区公共服务建设专题调
研报告》/选送单位：省政协文史资料委
员会

7、《进一步优化海南省创新企业
环境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民盟海南
省委

8、《关于政府部门履职效能的调研
报告》/选送单位：乐东县政协

9、《关于建设好儋州高铁站点的调
研报告》/选送单位：儋州市政协

优秀奖（13篇）

1、《关于琼海美丽乡村建设情况的

调研报告》/选送单位：省政协社会和法
制委员会

2、《构建省会交通枢纽城市研究》/
选送单位：海口市政协

3、《海南海洋渔业发展调研报告》/
选送单位：致公党海南省委

4、《关于加强我县农村医疗卫生
队伍建设的建议》/选送单位：定安县
政协

5、《三亚发展邮轮经济对接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选送单位：民盟海
南省委

6、《关于东方市文化旅游产业的调
研报告》/选送单位：东方市政协

7、《关于石碌水库水源地环境保
护情况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昌江县

政协
8、《关于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现状的

调研报告》/选送个人：魏耀峰
9、《实施商标品牌战略 着力

提高“双增”效益》/选送单位：乐东县
政协

10、《关于我省农村大龄男青年难娶
问题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民革海南
省委

11、《借鉴辽宁吉林两省成功经验
发展海南药食同源健康产业》/选送单
位：农工党海南省委

12、《推动我省妇幼保健工作新发展
调研报告》/选送个人：连介德

13、《关于促进民办中小学教育健康
发展的建设》/选送个人：吉小妹等人

2015年全省政协优秀调研（考察）报告评选获奖名单
（2016年6月29日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主席会议通过）

本报三亚7月18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
员华天时）今天下午2时，美国皇家加勒比公司
旗下的“海洋航行者号”邮轮时隔一年再次造访
三亚市。这也是今年下半年三亚迎来的第一艘
邮轮，其为三亚带来了3000多名客人。

这艘总吨位13.8万吨、全长311米的“海洋
航行者号”邮轮是全球十大邮轮之一，也是三亚
迄今为止靠泊吨位最大、带来旅客最多的豪华
邮轮。此次航行，“海洋航行者”号执行的是香
港—三亚—越南的航线，经停三亚凤凰岛邮轮
港。当晚10时左右，将从三亚出发，奔赴越南。

尽管停留时间不长，但其仍能为三亚旅游
带来商机。搭乘邮轮的 3000 多人中，有约
1000名船员，2300多名旅客，其中1300人多
为境外（含港澳台）旅客。记者在位于邮轮港内
的出入境口岸了解到，邮轮停靠时，早有三亚部
分景区、旅行社和酒店人员及其接待大巴在此
守候，招徕旅客和船员，或对接已提前预订好的
旅游行程。随后，旅客船员们纷纷利用停靠时
间在企业导引下游览景区或进行餐饮消费。

“过年时来三亚的邮轮多，最近这段时间基
本没有。”三亚旅游委副主任王菲菲透露，去年
三亚境外游客数同比下滑，今年上半年这一数
据为19.2万人次，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但由
邮轮带来的境外游客为两万多，有所下降。由
此看来，“海洋航行者号”复航三亚是个好的信
号，有助于三亚全年保持境外游客增长。

“海洋航行者号”
时隔一年再访三亚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陈卓斌）
记者今天从省考试局获悉，今年在
本科第一批录取的学校共有265所，
分别以文史、理工、体育（理）、农村
专项计划和民族预科等5个类别招
生，原计划招生9982人。截至7月
18日上午，文史、理工、体育（理）有
76所院校为我省增加161个计划，
在特殊类型招生的院校为我省增加
76个计划。

其中，清华大学在本科一批为我
省增加9个计划（文史1个、理工8
个）；四川大学增加6个计划（文史1
个、理工5个）；苏州大学增加8个计
划（文史3个、理工5个）；吉林大学增
加8个计划（文史1个、理工7个）；南

京工业大学增加10个计划（均为理
工类）；上海交通大学增加3个计划
（文史1个、理工2个）等。

此外，特殊类型招生的院校在我
省招生录取76人。其中，北京大学
录取4人（保送生1人、自主招生3
人，均为理工类）；清华大学自主招生
录取3人（文史1人、理工2人）等，均
不占统招计划，都是属于为我省新增
的计划。

记者还了解到，经过第一轮平行
志愿投档后，本科第一批院校，文史、
理工、体育（理）类实际录取了9341
人，约完成计划数的94%。剩余501
个计划（文史105、理工361、体育4、
文史预科11个、理工预科20个）将
通过征集志愿完成。

本科第一批平行志愿投档后共
有470个退档，其中因不服从专业
调剂而被退档的有434个，占退档
总数的 92%，是退档的主要原因。
另外，因身体原因被退档的考生有
11例。

省考试局希望广大考生在填报志
愿时认真思考，慎重决定是否服从调
剂（服从专业调剂是指服从我省填报
志愿指南上列出的本人已填报的6个
专业志愿以外的专业，而不是指学校
开设的所有专业）。另外，考生一定要
注意登录阳光高考网查看学校的招生
章程及我省《填报志愿指南》专刊计划
栏相应专业后面的备注说明，注意对
身高、视力的限制，填报志愿时对照自
身条件，选择合适的专业。

关注高招

76所一本院校为我省增161个计划
在特殊类型招生的院校亦增加计划76个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陈卓斌）
根据2016年重点高校在琼招收农村
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安排，7月 19
日，我省地方专项计划高校将启动录
取工作。

记者了解到，地方专项计划是由
我省的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
医学院等招生高校承担，实施招收我
省农村区域学生的专项计划。招生计
划不少于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的3%。

报考地方专项计划的学生须同

时具备下列三项条件：（1）符合我省
2016年高考报名条件；（2）本人及其
法定监护人在我省农村区域有常住
户籍连续满3年（2016年 8月31日
往前推算）；（3）本人具有我省高中连
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地方专项计划设3个平行志愿，每
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及服从志
愿。省考试局将按照平行志愿的投档
模式给学校投档，录取工作安排在本科
一批结束后、本科二批开始前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省实施

地方专项计划是以考生的户籍性质
为“农业户口”为准。但目前我省已
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农业与非
农业户口的区分，因此，今年高考不
再以“农业户口”性质认定农村学生。

户籍在“乡村、乡村中心区、镇乡
结合区、镇区、城乡结合区及特殊区
域等区域（除地级市主城区、县级市
和县的城关镇居委会、农场场部居委
会或场部社区以外）”这些区域的学
生，在报考地方专项计划时均被确认
为农村学生。

地方专项计划高校录取今日启动

本报讯（记者况昌勋 通讯员邬慧彧）近
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口实验站在香蕉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取得新研究进展，利用香蕉
茎秆制备出香蕉纤维生物吸附剂，可以高效吸
附水体中的重金属以及油污等；并研究发现香
蕉花可开发成为抗衰老保健食品或者药品。

目前，香蕉果实收获后会产生大量的茎秆、
雄花等废弃物。热科院海口实验站副研究员盛
占武说，在我国产区大多直接丢弃这些废弃物，
不仅造成蕉园环境污染，而且容易导致病虫害
蔓延。

“从香蕉茎秆中提取纤维，利用已脱胶的香
蕉纤维，通过乙酰化和黄酸化改性，制备出香蕉
纤维生物吸附剂，可以高效吸附水体中的重金
属，铬、铅、砷吸附率均在90%以上。”盛占武
说。“我们团队将前期从香蕉雄花中获得的功能
活性物质添加到高蛋白食品（营养棒）中发现，
香蕉花多酚可以有效抑制食品中晚期糖基化终
末产物（AGEs）的形成。AGEs是过量的糖和
蛋白质结合的产物，会加速人体的衰老和导致
慢性退化型疾病的发生。”盛占武说，研究结果
为后续香蕉花资源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利用奠
定了基础，比如将香蕉花开发成为抗衰老保健
食品或者药品等。

热科院专家研究发现——

香蕉茎秆可变“净水宝”

7月14日，海南省慈善惠民医疗队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并有针对性地进入村寨对行动不方便的村民进行身体检查和治疗。
据了解，海南慈善惠民医院是在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二级甲等医院，主要负责中部地区的五指山、昌江、保亭、白沙等七个市县的农村五

保户、城乡低保户、特困家庭患者，患者可到省慈善惠民医院看病、住院，实行免费治疗。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巫根 摄
免费医疗进黎寨

本报那大7月18日电（记者易宗平）如何
增强城乡居民就业创业能力？今年下半年，儋
州市推出30期免费培训班，即日起就可报名，
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30日。

据了解，儋州选定了10所职业技术培训学
校或培训中心，提供SYB创业培训、维修电工、
挖掘机操作工、农机修理工、海水养殖工、中式
烹调师、家政服务员等多个专业，分为30期，共
培训人员 1900 人。详情咨询可致电 0898-
23335166。

儋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可
以享受国家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即个人不用缴
交培训费用。希望城乡居民踊跃报名参加，以
掌握创业就业的一技之长。

儋州将举办30期
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1900个名额等候报名

清华大学增加9 个计划（文史 1 个、理工 8 个）

四川大学增加6 个计划（文史 1 个、理工 5 个）

苏州大学增加8 个计划（文史 3 个、理工 5 个）

吉林大学增加8 个计划（文史 1 个、理工 7 个）

南京工业大学增加10 个计划（均为理工类）

上海交通大学增加3 个计划（文史 1 个、理工 2 个）

……

今年在本科第一批录取的学校共有265所

经过第一轮平行志愿投档后，

实际录取了9341人

9494%%约完成计划数的

理工预科20个

文史预科11个

体育4个

将通过征集志愿完成

文史105个

理工361个

剩余501个计划

一本院校为我省增加计划161个：

在特殊类型招生的院校为我省增加计划76个

北京大学录取4人（保送生 1 人、自主招生 3 人，均为理工类）
清华大学自主招生录取3人（文史 1 人、理工 2 人）

……

原计划招生998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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