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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近日，我省高考考生正在分批次填报志愿，各种针对招
生的诈骗信息也多了起来。省考试局今天作出提醒，请考生注意高考招生常见骗局，谨防上当受骗。

我省中考成绩预计
7月19日公布
7月21日开始划分数线

本报海口 6 月 29 日讯 （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随着中考的
结束，阅卷等各项工作也随之开展，什
么时候公布考试成绩？什么时候公布
录取名单？省中招办今天发布了具体
时间表。根据省中招办安排，6月30
日将开始扫描答题卡，7月4日前将召
开全省中考评卷大会并开始评卷。大
约在7月19日公布考生成绩。

省中招办将于7月21日至24日
公布提前批学校入围分数线，由提前
批学校开展录取工作；7月25日至26
日公布第一批学校第一段入围分数
线，由第一批学校第一段进行录取；7
月30日至8月1日，公布第一批学校
第二段入围分数线，由第一批学校第
二段进行录取；8月3日至7日，公布
第二批学校入围分数线，由第二批学
校进行录取；8月8日至11日，公布第
三批学校入围分数线，由第三批学校
进行录取。

可以弄到“内部指标”？不交钱就不录取？交钱可上重点大学？

各类招生骗局又登场，家长考生要提防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6月28日，《2017年秋季海口市小
学初中招生工作方案》出炉。记者从今
天召开的海口市中小学招生政策解读
会上了解到，今年海口小升初指标到校
生将不再限定海口户籍。目前海口各
校招生压力依然巨大，海口市教育局正
积极筹备新一轮“10+2”项目。位于海
口市五源河文体中心北侧的海口长彤
学校预计于2018年投入办学。

小升初指标到校生不
再限定海口户籍

海口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符
延益在会上介绍，今年中小学招生工
作从7月29日开始，至8月31日结束。

与去年相比，今年海口参与小升初
指标到校分配的学校减少了海口实验
中学、琼山中学两所学校，新增了北京
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以下简称“北
师大海口附校”）。根据计划，海南华侨
中学、海口第一中学、北师大海口附校
3所学校今年将招收小升初指标到校
生770人。今年，海口小升初指标到校
计划不再限定只招收海口户籍学生。

省直属重点中学指标到校生分配
方面，符延益透露，海南中学已确定今
年给予海口指标到校生名额165个，
目前已由海南中学分配到各个学校。

北师大海口附校划片
范围将择期公布

中小学划片范围方面，今年海口

对部分片区进行了微调。符延益透
露，调整的原因主要是新建学校的投
入和部分学校招生压力过大。“比如今
年位于海甸岛的海口市海景学校将投
入招生，其所在片区的白沙门小学、海
口市第十六小学、第九中学海甸分校、
白驹学校等因此有所调整。由于周边
落成小区和住户的增加，琼山华侨中
学、琼山第二小学、琼山第五小学等学
校也有变动。”符延益介绍。

对于棚改区域的住户，海口将延
续去年做法——以原拆迁棚改区居住
地划片学校为主。符延益提醒，家长
们在报名时应尽可能提供相关证件。
如果住户搬到了棚改片区以外区域，
海口市教育局将参照该区域划片学校
的招生情况办理学生入学。

针对家长们关心的尚未公布的北

师大海口附校划片范围，符延益透露，
该校是一所合作的公办学校，已确定
今年秋季启动初一招生，该校确定将
实行“划片+指标到校生”的录取办
法，划片范围将在确定后单独向社会
公布。

允许居住证与暂住证
连续累计

根据《2016年秋季海口市小学初
中招生工作方案》，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入学需提供父、母2年以上在海口市
的暂住证明。记者注意到，该规定今
年改为“父、母及入学新生提供在本市
2年以上居住证”。对此，符延益解
释，去年5月起海口开始办理居住证
业务，不再办理暂住证，考虑到现实状

况，今年招生条件中允许居住证与暂
住证连续累计，从2017年8月份往前
推，累计满两年即可。

据了解，海口市白驹学校秋季小
学一年级将招生16个教学班，比原计
划多出12个。由于教学场所紧张，学
校将调整出别的教室用于教学，或是
通过临时修建板房的方式，确保适龄
儿童就近接受义务教育。

此外，对于生源较多、划片学校
教学班数有限的情况，海口市教育局
将采取统筹协调方式，将安排到不紧
张的学校就读。海口市教育局还透
露，海口正在筹备新一轮“10+2”项
目；位于海口市五源河文体中心北侧
的海口长彤学校预计于2018年投入
办学。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

海口教育局解读2017年秋季中小学招生方案

小升初指标到校生不再限海口户籍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齐抓共管防溺水

保障中小学生生命安全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云慧明）暑期将至，省教育厅今天下发紧急通知，
督促各地各校做好暑期防溺水工作，保障中小学
生生命安全。

通知要求，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联
系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并主动联系村委会，建立健全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争取在暑假放假前对本市县各水域进行一
次全面的隐患排查，在危险水域的醒目位置设
置警示标牌，对无警示标牌的危险水域建立隐
患台账并整改。

通知要求，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开展
防范学生溺水暑期志愿者活动，充分调动教师和
群众的积极性，加强辖区内河段、水库巡查。志愿
者活动要有具体的活动方案和活动过程记录，活
动后要及时总结活动经验。

省教育厅强调，各学校要在学生放暑假前，利
用学期末总结或专题教育课时间，开展一次暑期
安全教育宣讲活动，为学生宣讲暑期安全注意事
项，尤其是防范溺水的有关知识。各学校要积极
邀请防溺水专家，或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活动，确保
学生听得全、悟得透、记得牢。

省教育厅还呼吁，请社会民众多加留意山沟、
水塘，发现学生在危险水域游泳、玩耍时要制止，
争取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省安监局紧急部署
中小学生游泳安全管理工作
联合督查组已分赴各市县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余志荣）为防止学生溺亡事故再次发生，省安监
局近日展开紧急行动，部署中小学生游泳安全
管理工作。从6月28日起，省安委办组织省教
育厅、省水务厅、省安监局等部门组成6个联合
督查组，分赴各市县对落实监管责任进行专项
督查。

暑假将至，中小学生因游泳溺水事故进入高
发期。6月以来，我省连续发生4起学生游泳安全
事故，此类事故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

按照安排部署，各级各部门必须要认真吸取
教训，落实监管责任。全省各市县要对辖区内各
类水域进行全面摸底和安全检查，对发现存在的
问题和安全隐患落实责任抓紧整改，对危险水域
实施网格化管理，做到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

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引起全社会重视。通
过各媒体发布消息和温馨提示，督促家长在放学
时段、周末、节假日等学生空闲时期切实负起对孩
子的监护责任。

常见骗局二

由于艺术类招生种类繁多，投档
排序规则和操作程序复杂，加上省外
艺术类招生计划要根据生源情况在全
国范围进行调整，致使录取持续的时
间较长。一些不法分子抓住考生和家
长的急切心理，利用录取持续时间长
的特点，声称只要交钱就可以从中“运
作”，或以“不交钱就不录取”“不交钱
就退档”威胁考生和家长，达到诈骗钱
财的目的。

省考试局明确：在录取工作中，
考生的正常录取不会受到任何影
响，希望广大考生及家长调整好心
态，切不可“病急乱投医”，以免上当
受骗。

常见骗局三

高等教育的办学形式是多样的。
一些招生骗子故意混淆网络教育、成
人教育、自学考试助学辅导等与普通
高等教育的区别，蒙骗希望就读普通
本科院校的考生，声称只要交钱就可
以上大学，甚至上重点大学。家长花
钱后，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入学之后方
知上当受骗，就读的根本不是普通高
等教育的本科或专科，而是自学考试、
成人教育、网络教育等形式的教育。

省考试局建议：考生和家长拿到
录取通知书后，一定要通过官方指定
的查询渠道进行录取信息比照验证，
对招生高校的办学类型进行确认，避
免上当受骗。

常见骗局四

一些骗子利用考生和家长不懂
自主招生、定向招生政策进行欺
骗。有的声称自主招生就是不要
分数线，花上数万元即可搞定；有
的吹嘘自己可以弄到某大学定向
招生计划，公开叫价，收取高额“定
向费”。

省考试局提醒：经教育部或省
教育厅批准可以进行自主招生的
高校已对社会公布，参加自主招生
的考生既要达到高校自主招生测
试合格标准，还要参加高考，并达
到高校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由高校按招生章程公布的相关规
则择优录取。

常见骗局一

有些招生骗子伪造文件、印章，
设立报名处和咨询电话，或假扮高
校招生人员，或吹嘘自己神通广大，
与高校或招考主管部门的领导有

“关系”，可弄到高校招生的“内部指
标”等，要家长先付一部分定金，其
余部分等录取通知书到手后再交。
他们声称，只要愿意出钱，即使考生
没上学校投档线，甚至没上录取控
制分数线，也能将其“操作”到相应
学校读书。

省考试局提醒：高考招生既
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也没
有人能突破政策规定“操作”高校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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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中

“最牛宿舍”部分学子海口一中高三备考组老师合影

舒心的环境保障学习质量

在今年高考中，来自海口一中高三
（1）班601宿舍和高三（2）班606宿舍的
成员们均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601宿舍成员王雅琪看来，虽然
会有压力，但对6个女孩而言，宿舍更
是像家一般的感觉，“我们不是互相竞
争的关系，而是互帮互助的关系。每个
人都有自己擅长的科目，大家遇到不懂
的问题，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向舍友提
问。平时谁有不开心的事情，大家也会
一起分担。”

而606宿舍也同样如此。宿舍成员
吴明惠认为，学校舒适、舒心的环境为她
们的高三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高
中生涯的3年里，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

在教室和宿舍里度过，和舍友相处的时
间比家人还长，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保障
我们的学习质量至关重要。学校为我们
配备了每个宿舍都安装空调，温泉水入
户，这3年的宿舍生活让我们倍感舒心。”

12个女生来自不同的地方，性格迥
然，学习方法也各有不同，但她们互相关
爱，互相扶持。“我们都喜欢金融贸易，希
望以后能合伙开家贸易公司。”606宿舍
的闫子鸣说，宿舍里的6名女生已经约
定好，即使以后到各地上大学，大家也会
互相监督，共同进步，为共同的梦想一起
努力。

用心付出助学生“逆袭”

2 个宿舍的 12个女孩并非天生的
“学霸”。高三（2）班的黄琬凌，3年前的

中考分数并不高，在考入一中的学生中
名次平平，但高考中却完美“逆袭”；与她
同班的沈蓉，在考前也经历过多次状态
不稳、发挥失常，但最终高考取得了好成
绩。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老师和学
校平日里的细心关照和耐心指导。

海口一中高三（2）班班主任、现高三
地理备课组组长朱洪彪就有着自己特殊
的教育方法。“我们班6科任课老师一直
是一个集体，私底下我们都会互相分析
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为不同的学生
制订‘私人计划’，以此来帮助孩子们最
大化地提升。”

朱洪彪说，学校里的老师不是竞争
关系，而是良性的互助分享关系，这种关
系将整个高三年级备课组塑造成了团结
而强大的师资团队。“比如我们班某一学

科的老师今天因故无法到班指导学生，
那么其他班级的同科老师会自发地过来
代班。平时，孩子们也会主动寻找自己
更喜欢的其他班的老师分析试卷，老师
之间都不会介意。”

现高三理科数学组组长卢国仁也抱
着同样的观点。在他看来，除了扎实的
基础，心态是决定高考是否能发挥正常
水平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备考过程中，缓
解学生的压力和调整学生心态一直是他
日常工作里的重要部分。

“想要学生们保持良好的心态，班主
任一定要学会‘有艺术’地处理问题。”高
三（1）班班主任陈文彩说，只有真正走进
孩子们的心里，他们才会愿意和你沟通，
老师和学生们最好的关系是像家人或朋
友一样的相处，“优秀的老师看一眼就知
道自己班里的孩子在想什么，也懂得用

什么语言和表情回应他们。”

用心用情挖掘学生潜能

一份良好的成绩有学生和老师的
努力，也离不开学校教育理念上的坚
持。“一中的生源并不是海口最好的，但
学校和老师从不因此气馁，反而更加倍
努力。”海口一中副校长笪旭说，近年
来，一中一直坚持“低进高出、高进优
出、优进特出”的教育理念，用心挖掘学
生潜力，用情塑造学生品格，努力挖掘
孩子的特性和潜力，将孩子培育成复合
型人才。

谈起自己的学生詹清逸，陈文彩依
旧感慨良多。“这是个很有个性的孩子，
对绘画很感兴趣，高一、高二学习成绩
也比较靠前，因此大家在帮助她考虑发
展方向时都倍感为难。”

经过反复权衡，陈文彩和美术老师
郭刚军还是建议詹清逸选择艺术道路，

“如果选择正常高考，那会埋没她的能
力。”陈文彩坚定地说。而此后陈老师和
郭老师也有了更多地配合，郭老师找来
所有资料与詹清逸共同备考，陈老师则
负责心理疏导。而事实证明这条道并没
有走错，詹清逸经过多轮比拼，最终以优
异的成绩通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术科考
试，并在高考中考出了高分，她将于今年
秋季赴京，在清华园中，继续她的美术学
习之路。

“学校里还有不少情况类似的学生，
与詹清逸一样，他们都在高考中取得了
良好的成绩。”笪旭认为，学校教育要关
注到孩子的方方面面，“低进高出、高进
优出、优进特出”指的并不只是成绩的优
秀，“一中更重视孩子的多元化发展，我
们也认为这是成为一所卓越学校的必备
条件。今后我们也将继续努力挖掘每个
孩子不同的才能，为孩子提供更良好的
学习、生活条件，也希望家长相信一中，
放心将孩子交给我们。”

（本报策划 撰文/圆圆）
本版图片均由海口一中提供

海口一中“低进高出、高进优出、优进特出”彰显办学实力

办学硕果累累 金秋收获满满

红火六月，金凤翘
首。伴随着高考的落幕，
2017届高三毕业生用鲜
花和泪水与自己一年的
努力备考用力挥别，他们
也将在祝福中迎接更加
灿烂的明天。而新一届
的高三学子也即将踏上
征程，迎接新一年的备考
挑战。

在刚刚放榜2017年
海南高考中，海口一中再
次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
绩单。更值得一提的是，
学校里两个女生宿舍12
名同学高考名次均位列
全省前茅。

在海口市第一中学
副校长笪旭看来，这份成
绩与学校“低进高出、高
进优出、优进特出”的教
学理念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