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划定
投档分数线最高分为229分，海南师范大学以226分位列第二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唐璨）
记者今天上午从省考试局获悉，
2017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
提前批艺术类平行志愿投档分数

线已经划定。
投档分数线最高分为229分，招

生院校和科类为北京地质大学（北
京）的美术类，海南师范大学的书法
类以投档分数线226分位列第二。

投档分数线最低分为128分，招生院
校和科类分别是北京工商大学嘉华
学院的美术类、河北东方学院的美术
类、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的美术类、北
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的美

术类等4所学校。
其他分数线可登录省考试局网

站相关网页（http：//ea.hainan.gov.
cn/phtml/2017/07/13/4287.html）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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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我们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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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家长可报名观摩
监督高招录取工作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唐璨）为
深入实施阳光招生工程，省考试局拟
邀请部分考生家长代表到我省2017
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观摩、监督。

有意愿参加观摩的考生家长可凭
本人身份证和考生准考证到报名地点
报名登记，根据报名顺序限额50名。

不法分子用手机进行
高招录取诈骗
省考试局提醒考生
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录取结果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唐璨）近
日，我省高招录取工作正在开展，一些
电信诈骗人员借机通过手机短信、手机
客户端等手段，实施了窃取考生考试
信息资料，甚至诈骗钱财等不法行为。

该病毒外观类似“Word”文
档，名为“录取通知书”，会伪装成高
考查分客户端等，在监控用户操作
手机的同时，窃取手机中的个人短
信等隐私信息。省考试局提醒广大
考生及家长，要通过日前省考试局
公布的5种渠道查询录取结果，切
莫轻信其他渠道发来的不实信息。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为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2017年为民办实事事项，
确保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招生任
务保质保量完成，根据东方市、屯昌
县教育局的来函请求和个别市县招

生生源不足的实际，省教育厅将今年
的小学乡村教师定向免培生招生指
标作出了调整。

调整主要是：五指山市乡村小学
定向免培生招生指标原为22个，现
调整为15个；东方市乡村小学定向

免培生招生指标原为7个，现调整为
14个（文史类）。同意屯昌县教育局
关于在本县录取生源不足时，调剂录
取本省报考定向培养专业的其他市
县合格生源的申请；同意东方市教育
局关于增加的定向免培生招生指标

不限本市户籍，本省报考定向培养专
业的其他市县合格生源也可报考的
申请。

其余未涉及调整的，仍按《海南省
教育厅关于下达2017年乡村教师定
向免培生招生指标的通知》规定执行。

我省调整小学乡村教师定向免培生计划

东方招生指标从7个扩大到14个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省教育厅日前
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
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相关
文件，要求各高校认真组织招生录取
工作人员进行学习，进一步增强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以极端认真负责的
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扎实做好招生
录取各方面工作。

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要加强组
织领导，落实岗位责任；严格执行招
生政策，严格执行“30个不得”招生

禁令；加大招生信息公开力度，严格
落实招生信息“十公开”；强化录取安
全保障，严防黑客对录取系统的攻
击；做好招生宣传和舆论引导，增强
服务考生意识；做好新生入学资格复
查，严防冒名顶替和资格造假；加强

招生录取监督管理，严肃查处违规招
生行为，全力以赴确保我省今年招生
录取公平公正、平稳有序。

省教育厅请各高校于9月30日
前将本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情况以
书面形式报告省教育厅高教处。

本报海口 7月 13 日讯 （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唐
璨）省 考 试 局 今 天 发 出 公 告 ：
2017 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国
家专项计划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

已经划定。
其中，北京大学文史类投档

最低分为 781 分，理工类投档最
低分为 799 分；中国人民大学文
史类投档最低分为 776 分；清华

大 学 文 史 类 投 档 最 低 分 为 781
分，理工类投档最低分为 808 分；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史类投档最低
分为777分。

海南有3所大学在国家专项计

划招生，其中海南大学文史类投档最
低分为653分，理工类投档最低分
为601分；海南师范大学文史类投
档最低分为621分，理工类投档最
低分为599分；海南医学院文史类

投档最低分为600分，理工类投档
最低分为580分。

具体分数线可登录省考试局相关网
页（http：//ea.hainan.gov.cn/phtml/
2017/07/13/4288.html）查询。

国家专项计划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划定

我省三所高校在该计划中招生

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认真做好招生录取工作

严防冒名顶替和资格造假

关注高招

今明两天南海可能有
热带低压或热带风暴生成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 （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许嘉 翁小芳）记者今天上午从省气象台了解
到，预计14日至15日南海中部海面的热带云团
可能加强为热带低压或热带风暴。

据悉，目前在南海中部海面上有热带云团活
动，省气象台预计14日至15日可能加强成为热带
低压或台风（热带风暴级），之后逐渐向西北方向移
动，趋向海南岛东南部沿海地区。受其影响，15日
至16日，南海中部海面、北部湾海面和本岛四周
近海风力将加大到6级至8级、阵风9级至10级，
海南岛东部、中部和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

省气象部门建议，南海热带低压或于14日至15
日在南海中部海面生成，在南海中部、北部海域以
及海南岛近海海面的过往船只需提前做好避风准备。

琼海消防支队开展
高层建筑灭火救援演练

本报嘉积7月13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樊
骁）今天，琼海消防支队在嘉积镇组织开展高层建
筑灭火救援实战拉动演练。

此次演练采取无预案拉动，在琼海某小区内假
设发生火灾，有多名人员被困。接到报警后，琼海
消防支队指挥中心调派4辆消防车和15名指战
员为第一出动力量赶赴现场，并调集附近中队7
辆消防车、27名官兵前往增援。经过近40分钟
的紧张战斗，4名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火势成
功扑灭，演练圆满结束。

我省农村特岗教师
笔试成绩出炉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云慧明）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海南省
2017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
招聘笔试成绩和海南省2017年学前教育农村
特设岗位教师招聘笔试成绩已经发布。

依据《海南省2017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公告》及报考情况，今年我
省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
师371名，学前教育农村特设岗位教师98名。
公开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
的有儋州、万宁、东方、定安、屯昌、澄迈、临高、昌
江、陵水、保亭、琼中等11个市县，招聘学前教育
农村特设岗位教师的有三亚、儋州、万宁、五指
山、东方、定安、屯昌、澄迈、临高、昌江、乐东、陵
水、白沙、保亭、琼中等15个市县。

笔试成绩可登录省教育厅网站查看。

新款摩拜单车“风轻扬”
落地海口
用户可领取月卡享受当月免费骑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叶媛媛）今天上
午，近千辆轻便好骑的新款摩拜单车“风轻扬”在
海口投入使用。即日起摩拜用户可在客户端或微
信小程序上领取月卡1张，享受当月免费畅骑。

据了解，新款摩拜单车“风轻扬”在外观、骑行
体验、安全性能等多处细节上进行了创新升级，新
配备的航天级材料车架及重量减轻的实心胎，使整
车重量大幅降低。同时“风轻扬”轴传动动力系统
效率大幅提升，骑行比上一代车型省力30%以上。

摩拜单车相关工作人员透露，为让海口市民更
好体验到这一款新车，即日起用户通过摩拜单车
APP或微信小程序进入活动页面，即可免费领取
1张月卡，骑行次数和骑行城市不限。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叶
媛媛）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生态环保局
获悉，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近期审
结一起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案件，以
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何某、张
某海一年有期徒刑，并各处罚金人
民币3000元，同时扣押提炼后的废
油 3.36 吨、尚未提炼的毛油 10.68
吨。这是近期海口在环保工作方面
处罚力度最强的一起案件。

据介绍，去年7月16日，海口市
生态环保局对秀英区长流镇文森村
的一家提炼废机油加工厂进行现场

突击执法检查，发现该加工窝点涉嫌
违法提炼处置废矿物油，而废矿物油
已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后
经调查取证，该加工厂无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等合法经营证件，严重
违反了相关法律。

随后，环保部门将这一废矿物油
非法加工的案件移交司法机关，海口
市秀英区检察院批捕了何某、张某海
2名涉案嫌疑人，并按照相关程序提
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何某、张某海违反国家关于危险废物
的处理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3吨

以上，严重污染环境，2人的行为均已
构成污染环境罪，均被判处有期徒
刑1年，并各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据悉，今年上半年，海口共立案
查处181宗环境违法案件，行政处罚
决定书163份。其中在加大美舍河沿
线监管方面，共对32家排污企业罚
款170万元，海南医学院、中海锦城
工地向美舍河直接排污，被顶格处罚
50万元，相关责任人被移送公安机
关行政拘留。

“下一步，市区环保部门将继续坚
持严格执法、铁腕治污，不断加强海口

环保法治建设。”海口市生态环保局负
责人介绍，自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
颁布实施以来，海口加强监管、严格执
法，在打击环境污染犯罪方面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接下来海口将继续完善
环保执法机制，通过建立环保部门与
公、检、法等部门联席会议、案件会商、
联合调查等工作衔接机制，加强环保
司法联动从严惩治环境违法行为，发
现一批、解决一批、曝光一批突出环境
问题，涉嫌环境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持续保持高
压态势坚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海口两男子非法提炼废矿油
各被判有期徒刑1年

图为海口市国兴大英山西四路连接环湖路南北段,该路段有近百米路破损、凹陷严重，每天过往的车辆“艰难”前行。
据了解，国兴大道属于海口市交通要道，随着环湖路、道客路等路网的建成通车，已大大缓解了大英山片区路网的交通压

力。目前，唯独这小段路仍无人管，而这里是红城湖路通往国兴大道上海秀快速干道的必经之路。记者现场发现，除了轿车
路过时容易刮底盘，骑车经过的人稍不留神还会栽跟头。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百米路段坑洼
何时能修？

万宁举行涉毒案件
集中宣判大会
6件涉毒案件的6名嫌疑人获刑

本报万城7月13日电（见习记
者张期望 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卓琳
植）近日，万宁市人民法院举行“脱贫
致富·远离毒品”涉毒案件集中宣判大
会，对6件涉毒案件中的6名被告进
行集中宣判。

此次宣判大会判处6个案件中的
6名被告有期徒刑1年到8年不等的
刑罚。不仅从严从快惩处了毒品犯
罪，同时通过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对
扶贫帮扶对象开展禁毒教育，让“一人
吸毒，全家贫困”等观念深入人心。

海口举办“禁毒”知识
进基层活动
戒毒人员现身说法：远离毒品！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叶
媛媛）7月12日，海口《助力“双创”暨

“禁毒”知识进基层》大型公益活动在
石山镇安仁村举行。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主办方摆放
上了禁毒知识相关展板，对毒品种类、
毒品的危害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
同时，禁毒志愿者也在现场向群众发
放传单，讲解毒品的危害并耐心解答
群众提出的问题。

在活动中，两名有吸毒史的居民
现身说法，以自己的戒毒经历告诫更
多的人远离毒品，也希望激励吸毒者
尽早戒除毒瘾。此后，由活动主办方
精心编排的以禁毒为主题的快板、歌
舞等文艺演出，也通过百姓喜闻乐见
的方式，引导百姓正确认识“远离毒
品，珍爱生命”的意义。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海口市“双
创”工作指挥部、海口市禁毒三年大
会战指挥部、海口市志愿服务联合
会指导，海口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和海口广播电视台主办，旨在普及
禁毒知识，传播禁毒理念，宣传禁毒
政策，以提高居民们识毒、防毒、反
毒的能力，构筑全社会群防群控的
禁毒工作格局。

7月17日

下午2时30分至3时30分

海口市腾鹏大酒店四楼418房

（海口市国兴大道兴丹二横路）

36680639
36682305

报名
时间

报名
地点

联系
电话

文昌一渔民贷款不成
反遭网络诈骗
警方提醒：网上抵押贷款不可信

本报文城7月13日电（记者良子）近日，文昌一
渔民因急于用钱遭遇了网络贷款诈骗，损失3000元。

据了解，文昌渔民周某的QQ收到一条自称是某
小额贷款公司的消息，表示可以给周某提供小额无抵
押贷款服务。由于急需资金，周某便向对方申请贷款。

周某的贷款要求对方答应了，却告诉周某要购买
一份1000元的保险才能放贷。在向对方提供的账户
汇了1000元用以购买保险后，周某收到对方提供的

“保险单”和“银行放贷通知书”。此后周某又给对方汇
入2000元，用于个人银行流水。之后对方告知周某还
需汇6000元才能放款。周某拒绝该要求后，便联
系不上对方了，他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经调查，所谓贷款公司给周某提供的“保险单”
和“银行放贷通知书”是假的。警方提醒，通过网
络、社交软件、短信等大规模发放广告的“贷款公司”，
往往是打着无抵押贷款的幌子进行诈骗，请勿轻信。

海口交警综合服务中心
今因停电暂停服务

本报海口 7月 13日讯 （见习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记者今天从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因电力部门将对线路
进行检测与维护，7月14日，位于美兰区灵山镇
的海口公安交警综合服务中心计划全天停电。
届时，海口市第一车管所、海口市第二车管所、
海口市交通违法处理大厅所有业务均暂停办
理。海口交警提醒，近期需办理相关业务的市
民请留意交警发布通知择期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