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危险路段前方30米
至50米处，选择合适位置
安装触发装置，当车辆经过
时触发差分检测仪，警示牌
播放指定内容，第1次提示
驾驶员进入危险路段

5月29日，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保亭中学学生在学
习钻木取火技艺。

当天，2018年“薪火相
传”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校园巡展活动在保亭中学
举行，活动丰富了山区青少
年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黄青文 摄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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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叶媛媛）今年高
考将于6月7日-9日举行，记者今日从海口市教
育局获悉，海口考区考点将在考前一天对考生开
放，供其提前熟悉考点、考场环境，各考点统一踩
点时间为6月6日9：00-15：00。

据悉，今年海口市共设9个考点，共492个考
场。和去年不同的是，今年海口考区取消了海口旅
游职业学校考点，新增海南农垦中学初中部考点。

此外，海口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8
年高中基础会考将于6月10日举行。今年海口
市高中基础会考报名总人数为14890人，全市共
设9个考点，共有503个考场。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计思佳）记者今
天从海口市卫生监督局获悉，为做好今年海口普
通高考和基础会考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工作，为考
生提供一个卫生、舒适的应考环境，海口市卫生监
督局制定了《海口市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
基础会考期间公共卫生保障工作方案》，并于5月
28日启动了该市2018年普通高考和基础会考公
共卫生保障工作。

根据保障工作方案要求，海口市、区两级卫生
监督机构对全市9个高考考点的学校卫生、饮用
水卫生、传染病防控及其周边的公共场所卫生进
行专项卫生监督检查。

近两天，海口全市卫生监督机构已出动卫生
监督人员82人次，检查考点学校4家，生活饮用
水40家，公共场所66家，针对检查发现的卫生管
理问题，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55份，提出整改意
见128条，落实整改122条。

海口对高考考点周边
公共场所进行卫生检查
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55份

关注中招高考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李布明 任维均

网络在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为不良信息的侵入提供了渠道，部分缺乏
判断能力的年轻人容易因此迷失方向。

如何把准大学生成长脉搏，抢占
和筑牢网络阵地，帮助在网络环境下
成长的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

记者从获评“全国文明校园”的
海南大学了解到，近年来，该校通过
营造风朗气清的网络环境、提供贴心
快捷的网上服务、打造思政教育的网
络平台等有力举措，维护了和谐稳定
的育人环境，促进了校园文明的整体
提升。

营造风朗气清的网络环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匿
名”的弊端逐渐显现。

“这样的困扰在校园里同样存在，
但海大已经按照国家网络安全相关规
定，实行了严格的网络准入管理。”该校
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林维波告
诉记者，今年4月起，海大对校园网用户
实行了不留死角的实名制管理，并对上
网行为审计系统进行了改造升级。

“实名制和上网行为审计，确保了
师生通过校园网发布和传播的信息在6
个月内都可追溯。这意味着，我们要为
自己在网络上说的每一句话负责。”林
维波认为，这些举措，为规范师生网络

言行，维护校园网络安全夯实了基础。
不仅如此，海大还活跃着300余

名网络志愿者和150名网络评论员。
该校团委副书记李翠霞说，在他们的
带动下，师生对不良舆论“敢举报、敢
发声、敢维权”，对虚假信息“不传谣、
不信谣、不造谣”，这支被称为“网络红
军”的队伍日渐壮大。

提供贴心快捷的网上服务

记者注意到，海大大一学生的手
机里基本都安装了一个叫作“易班”
的软件。去年入学时，他们就是通过
这个软件进行报到和注册，不用在暑
热的天气里大排长队，很是方便。

该校学工处综合科科长林勇介绍，
还在不断建设完善的易班系统，是集高
校教育教学、生活服务、文化娱乐为一
体的综合性互动社区，能够为在校师生
提供多种教育信息化一站式服务。

通过这个软件，学生们可以借书、还
书、缴费，可以查看校历、课表、教室，还
可以进行宿舍报修、快递跟踪、失物招领

等等。教师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软件，体
验一把当“网红”的乐趣，通过开设公众
号并上传教案、课程、教学心得等内容，
吸引学生关注并和他们互动交流。

其实，在易班系统上线之前，海大就
特别注重利用网络为师生提供“面对面”
服务。李翠霞举例，师生有任何学习、生
活上的不便，都可以登录青年之声平台
上的“权益帮帮团”版块进行留言。该版
块自2016年设立以来，已为4万人次师
生反映和解决问题畅通了渠道。

打造思政教育的网络平台

日前召开的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座谈会对各高校提出要求：牢牢把
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聚焦聚力重点
难点，努力开创我省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新局面。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辅导
员张君成说，当前，网络已经成为海
大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平台——一
方面，以学校共青团组织为核心，组
建新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构建全方

位、立体式的校园新媒体传播矩阵；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微信、微博、青年
之声等新媒体平台，创新活动设计、
加强朋辈引导，不断扩大思想引领的
覆盖面和影响力；此外，完善和推广

“一主三辅”实践教学模式，推进海南
省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联盟建设，鼓
励名师、名家参与在线课程录制和线
上互动。在我省打造的首批省级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中，《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这两门课程就来自海大。

值得一提的是，该校还在省委宣传
部、省教育厅的指导下，通过开展大学生
网络评论大赛，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
撰写网络评论、引领正确舆论方向。

海南大学党委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海大还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多渠道搭建
网络思政教育平台，多形式丰富网络
思政教育内容，多层次培养网络思政
骨干队伍，为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培
养更多合格建设者。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

海大为师生营造网络环境、提供网上服务、打造思政教育网络平台

抢占筑牢网络阵地 促进校园文明提升

本报三亚 5 月 29 日电 （记者
徐慧玲 通讯员张海哲）针对在弯
道、陡坡等特殊险道路段存在较大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情况，三亚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全省率先
启用了智能险道提示系统，并在育

才生态区陡坡、连续急弯等路段进
行安装，借以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全力确保广大人民群众交通安
全出行。

智能险道提示系统由智能控制
机、LED发光道钉、有源爆闪灯、LED

提示系统四部分构成，适用于危险路
段（例如：弯道、临水临崖、急弯陡坡、
连续下坡、视距不良、起雾结冰、易落
石路段等）。

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有关
负责人表示，智能险道提示系统的

应用，是三亚在科技创新上的又一
重大举措。智能险道提示系统还
可实现自建小型供电系统功能，在
特殊无供电环境下，系统可自行发
电，确保整个智能提示系统的正常
运行。

省司法鉴定协会
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金昌波）日前，
海南省司法鉴定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海口
召开，听取并审议通过协会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等文件，选举产生了省司法鉴定协会四届理事会
理事、会长和副会长，聘任了秘书长。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鉴定队伍建设，为加强
建设美好新海南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切实提升
专业能力，增强服务意识，为海南自贸区（港）建设
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鉴定服务。要加强司法鉴定
人继续教育，坚持教育熏陶与模范引领相结合，大
力培育和弘扬司法鉴定职业精神。

琼台师范原党委书记
受贿165万元一审获刑
4年半并处罚金50万元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王娇）近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依法对琼台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2016年更名为“琼台师范学
院”）原党委书记李向国受贿一案进行一审宣判，
以受贿罪判处李向国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50万元，扣押的赃款人民币165万元
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2008年3月至2015年9月，李向国在担任琼
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期间，利用其职务
上的便利，在项目承揽、工程建设、工程款拨付、借
款拨付、项目招投标、项目验收及工程款尾款拨付
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吴某某、郭某
某、许某某等10人的贿赂款共计165万元，主要
用于个人消费和家庭开销。

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向国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人民币165万元，数额巨大，为他人谋取利益，
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海南保险协会提醒:

“保险分红”
可能是骗局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劳敏）近日，一些非保险机构
人员冒充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以领取“保
单分红”名义，诱导欺骗消费者办理退保
并购买其他投资产品，该行为侵害了保
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良的影
响。为此，海南保险协会提醒广大消费
者要对此类行为提高警惕，树立正确的
保险意识，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海南保险协会介绍，广大消费者
要谨慎办理退保或保单质押。不受所
谓的“高额回报”蒙蔽，不与所谓的“代
理人”签订任何私下协议，不轻易将所
持保单、个人身份证件等出示或委托
他人，以免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退保”或“被理财”。消费者若遭遇
类似情况，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网站、统
一客服电话等正式渠道查验真实情况
和相关人员资质，了解保单分红具体
情况，核实保险机构办公场所等。

海南保险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
若发现所购买的“理财产品”涉嫌非法
集资等违法犯罪行为，请及时向公安
机关报案，或拨打保险消费者投诉维
权热线12378。

海口各高考考点
6月6日对考生开放
考生可到场踩点

我省查获
一批假劣肥料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罗骁）按照省工商局“2018打假
风暴三大行动”工作部署，琼海等市县于
近期组织开展为期3个月的农资打假专
项执法行动，一批假劣农资被查。

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
开展以来，我省查获一批假劣农药、化
肥等农资产品。其中琼海市工商局共
出动执法人员73人次，检查农资店
21家，立案18宗，结案16宗，罚没约
15.6 万元，没收不合格化肥 644 包
（袋）、液态肥206桶；抽检农资店19
家，抽样48批次，抽样结果不合格6
批次，涉嫌销售不合格农资产品的6
家经营户正被立案查处。

领取“助考金”转账诈骗

近日，考生小黄突然接到一陌生
来电。对方自称是教育局的工作人
员，声称目前教育局对高考考生进行
补助，小黄可领取1000元“高考补助
金”。见对方能准确说出自己的姓名
和电话号码，小黄便信以为真。对方
让小黄报上常用的银行卡号后，让小
黄到银行ATM柜员机上取款，再告
诉小黄操作方法。听到这里，小黄觉
得对方可能是骗子，挂了电话后她马
上给班主任打电话核实，确定这就是
骗局。

警方提醒：目前此类针对高考考
生的“高考补助”诈骗，是典型的通过
电话操控、ATM转账实施诈骗的行
为，在全国各省市都有发生。考生和
家长收到类似电话或短信，要先与学
校及班主任沟通联系，不能随便透露

个人信息及银行卡号和密码，以免上
当受骗。

出售高考试卷诈骗

近日，张女士收到一条短信，信
息称出售高考试题，并附有联系电
话。张女士随后通过电话向对方进
行咨询，对方自称长期从事教育服务
工作，已获得高考试题，可以考后再
付款，但要求先支付买题费预付款
3000元、保证金2000元等费用。

警方分析：此类诈骗除了短信群
发，犯罪分子还会在各类网络平台散
布出售虚假高考试题的信息，一些考
生家长或考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与
犯罪分子联系，犯罪分子在取得受害
人信任后，以种种借口，诱骗考生和
家长购买。受害者进入他们精心打
造的圈套后，犯罪分子又以出售试卷
违法、需冒很大风险等理由，让受害

人缴纳买题费、押金、保密费等，骗取
受害人钱财。

警方提醒：高考前，试题属于国
家保密文件，不可能被某些人轻易获
得，考生和家长需提高防范意识，谨
防上当受骗。

高考“枪手”替考诈骗

近日，考生刘同学在网络上认识
一位叫“文力”的网友，“文力”称自己
可以当“高考枪手”，并称自己是全国
最大的枪手团成员，而且干的时间也
很长，别的枪手在网上骗钱，他们是
真的帮助考生，可帮助考生考上全国
名牌大学。

警方提醒，央视也曝光高考“枪
手”替考利益链，给“枪手”5万元可考
上重点本科。但结局常常就是不法
分子收到钱后就逃之夭夭了。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

三亚交警启用智能险道提示系统
车辆驶入危险路段将被提示

文昌“5·27”
故意杀人案告破

本报文城5月29日电（记者张期望 特约记
者黄良策）经过缜密侦查，文昌市公安局今天破获
一起故意杀人案。

5月27日11时35分，文昌市公安局接到群
众报警称，在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圩某旅馆客房内
发现3具尸体。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死者为
5月26日晚入住该旅馆的1名女子和2名小孩。

经警方现场勘查、法医检验、全面开展调查取
证证实，死者王某丽（女，汉族，27岁）和2名小孩
（男孩庞某铭，汉族，5岁，王某丽之子；女孩庞某
珊，汉族，3岁，王某丽之女），系广西博白人，现住
海口市云龙镇某村。5月26日22时许，王某丽带
儿子庞某铭、女儿庞某珊入住上述旅馆后将其杀
死，然后服毒自杀身亡。

经侦查证实，王某丽与其丈夫庞某代夫妻感
情长期不和，两人经常因为琐事争吵，发生纠纷，对
生活丧失信心，导致其杀死自己儿女后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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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险道
提示系统
工作原理

在车辆行驶在弯道的
过程中，LED 道钉会以
1HZ/S的速度频闪显示路
线并再次提醒驾驶员减速
慢行，第2次对驾驶员进
行安全提示

在危险路段对驾驶员
进行2次危险路段预警，
提高驾驶员的安全意识，
从而降低在危险路段发生
交通事故

考生及家长注意了

“高考诈骗”卷土重来，小心被骗！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王晴 王宇

随 着 高 考 临
近，以高考为名的
各种诈骗卷土重
来。今天，省反电信
网络诈骗中心发布
几起与高考相关的
电信诈骗类型和防
范措施，提醒家长和
考生注意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