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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4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高春燕）记者今天从省考试
局了解到，北京大学等2020年拟在海
南省招生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选考科
目要求已经发布，读者可以登录省考
试 局 网 站（http：//ea.hainan.gov.
cn/）查看各校各专业的相关要求。

根据我省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
案，我省从2017级高一学生开始取消
文理分科。2020年起，高考总成绩由
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科目成
绩和学生自主选择的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等级性考试的3科成绩构成。计入
高考总成绩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
性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自己的学科
能力、学习兴趣、职业发展规划和高校
招生专业对选考科目的要求，在思想
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
门科目中自行选择确定。

据统计，2020年拟在海南省招生
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中，“不提科目要
求”的专业数量为6294个，占专业总
数的43.5%。选考科目要求中提及最
多的是物理科目，共有6870专业，占

专业总数的47.5%；其次是化学科目，
被2841个专业提及，占专业总数的
19.6%；再次是生物科目，被1665个
专业提及，占专业总数的11.5%；思想
政治、历史、地理三个科目被提及的专
业数量，分别为414个、514个、524
个，占专业总数的比例分别为2.9%、
3.6%、3.6%。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举例，对于
选考物理的考生来说，可以报考要求
选考物理的6870个本科专业，也可以
报考“不提科目要求”的6294个本科

专业，共计可以报考13164个本科专
业，专业覆盖率（即可报考专业数占
2020年拟在海南省招生普通高校本
科专业总数的比例）为90.9%。以此
类推，2020年拟在海南省招生普通高
校本科专业中，化学、生物、思想政治、
历史、地理五门选考科目的专业覆盖
率分别为63.1%、55%、46.3%、47%、
47.1%。

记者注意到，各高校还根据专业
人才培养对学生学科专业基础的需
求，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等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
科目中，分专业（类）提出1门、2门、3
门选考科目要求或不提科目要求，考
生选考科目符合学校专业要求的方可
报考。

省考试局提醒，因部分高校尚不
能确定2020年在海南省招生的具体
专业，所以暂时报送了本校的全部本
科专业目录。由于高校的院系及专业
设置可能调整变化，2020年在海南省
招生高校和招生专业以当年实际公布
计划为准。

本报海口6月4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高春燕）记者从今天上午召
开的2018年普通高考新闻媒体座谈会
上获悉，今年高考结束后，省考试局将
首次组织人员对全省所有考场、所有科
目考试实施过程的视频监控录像进行
回放，严查考试实施中不规范或违纪违
规行为，并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今年全省普通高考和高中基础会
考均设19个考区，其中高考37个考

点、会考38个考点。高考、会考所有考
场均设在标准化考点，考生入场须经
身份验证和安检，考场实行无线信号
屏蔽及考试全过程多级视频监控。

为确保“考前无泄密事件发生，考
中无大规模违纪舞弊事件，考后评卷
统分不出错”，实现“平安高考”的工作
目标，我省加强部门联动，强化考务管
理，优化考试环境，有序做好考前各项
准备工作：教育、公安、工信、环保、工

商、住建等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打
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
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替考作
弊”等4个专项行动，各有关厅局分别
下发通知，督促指导做好环境综合整
治，对考试期间的治安管控、交通管
理、消防安全、食品卫生安全、电力设
施等方面进行了周密部署。

根据安排，考试期间，公安部门将
在考点、考生集中住宿地周边设点驻

守，开展巡逻检查，加强治安管控和交
通管理；省无线电监督管理局将安排
无线电监控车，严密监测考点周边的
电磁环境，严厉打击无线电传输作弊
行为；生态环境保护、住建、综治办等
采取措施严查考点周边噪声污染；电
力、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也做好
了保证供电和卫生防疫的准备工作。
同时，省考试局网站、考点将设立公布
举报电话，主动接受考生和社会监督。

本报海口6月4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高春燕）2018年普通高考
新闻媒体座谈会透露，当前，我省普
通高考艺术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空
军招飞宣传及选拔等特殊类招生考
试工作顺利推进。

在艺术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方
面，今年1月和3月，省考试局先后在
海南师范大学和海南体育职业学院
举行了全省艺术类、体育类专业统一
考试，并于4月举行了体育单独招生
文化课考试。目前，3项特殊类招生
考试已完成了成绩的评定，并向考生
公布，其中有60名参加运动训练、武
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考试的考生已被

西南大学、吉林大学等19所省内外
高校预录取。

在空军招飞宣传及选拔方面，省
考试局继续积极配合空军招飞局，
深入全省各市县普通高中开展空军
招飞宣传，并协助做好报考、初选、
复选工作。全省共有2200多名考生
报名接受空军招飞的挑选，有800名
参加初选检测、有101名（比去年增
加37人）考生通过了复选体检。省
考试局将督促各市县、各有关中学
积极做好保苗工作，确保完成好招
飞任务。

在高职专科学校的对口单独招
生方面，省考试局于4月15日组织了

省内14所高职院校和2所省外高职
院校实施对口单独招生考试，共有
3668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比去年
中职毕业生报考人数增加740人）。

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招生试
点项目学生转段升学课程考试方
面，省考试局继续组织高职与普通
本科“3＋2”分段培养、中职与普通
本科“3＋4”分段培养、中高职“3＋
2”分段和中高职“3＋2”连读等4个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招生试点项目
转段升学课程考试。经各前段培养
学校过程考核、综合评价合格，以上
4个试点项目共有2388名考生（比
去年增加807人）进入转段升学课程

考试。目前，除了中职与普通本科
“3＋4”分段培养试点项目的256名
考生的转段升学课程考试将安排在
6月9日和10日（与高考同步）进行
外，试点项目已顺利完成考试和评
分工作。

此外，省考试局还为做好定向免
培生招生准备工作，继续协助海南师
范大学、海南医学院制定有关定向免
培招生录取等相关配套文件，明确定
向培养的计划安排和招生录取的程
序，确保完成今年海南师范大学200
名定向免费师范生招生计划和海南
医学院140名农村订单定向免培本
科医学生招生计划的任务。

海口有高考生源学校
将租车接送考生

本报海口6月4日讯（记者叶媛媛）记者今
日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
预计今年高考期间琼岛将有强风雨天气。为避
免恶劣天气对考生带来不利影响，海口市教育局
部署，要求今年有高考生源学校统一租用大巴车
接送考生。

海口教育局要求所有租用车辆均有交警部门
开具的通勤证，届时交警还将一路护送。

高考期间试卷的运送也十分关键。为了确保
考试顺利进行，今年每个考点将租用一辆商务用
车进行考卷运送。为了避免城市内涝灾害影响，
海口市教育局要求运送车辆底盘要高，车龄在两
年以内。今年各考点运送试卷时间也较往年提前
一小时。

如遇大风大雨天气，考场安检可能会遇到时
间长、速度慢、有积水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海口市教育局也对各考点防风防汛时的安检
时间、安检位置重新部署。

本报海口6月4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黄培岳 通讯员张天坤）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公安局获悉，为确
保高考安全顺利进行，海口警方已迅
速启动防风工作预案，全警取消休假
并成立1300余名警力组成的应急抢
险救援队，全力做好台风期间的应急
抢险救援、交通疏堵保畅、治安秩序
维护等工作。

据了解，防台风期间海口全市各

级公安机关广大民警取消休假坚守岗
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和
请示报告制度，做到第一时间掌握本
辖区受灾情况、第一时间发现和报告
险情、第一时间出警参加防风抢险，并
从武警、消防、海警、边防和特警、交
警、刑警、治安等各支队以及各分局、
市局机关抽调1300余名警力组成应急
抢险救援队，全力以赴做好防风工作。

同时，海口进一步加强社会面巡

控工作，抓好校园及周边噪音治理，加
强对考点周边、学校周围、酒吧、动漫
城的安全防范，加大巡逻密度和巡查
力度，严密防范、严厉打击破坏抢险救
灾工作和趁灾盗抢等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严厉打击盗窃、破坏防汛防风物资
设施以及串通哄抬物价、生产销售假
冒伪劣食品药品等违法犯罪活动。

此外，海口还将进一步强化各道
路交通路口的交通疏导和管控，做好

台风到来前市区道路交通疏导工作，
提高交通疏导效率，紧盯考点、积水
点、拥堵点，重点在海口的20个市政
排水点和全市66个积水点段周边加
强待命和处置准备，避免发生重大交
通事故和车辆滞留，及时将道路积水
情况和交通管制路段等信息通过海
口交警APP、短信以及广播等媒介向
市民推送，防止因交通问题造成考生
误考事件发生。

2020年拟在我省招生的高校本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发布

6294个报考专业“不提科目要求”

我省今年高考监控录像首次回放检查
严查考试实施中不规范或违纪违规行为

我省高考特殊类招生考试工作顺利推进

60名体育单招考生已被19所高校预录取

全警取消休假

海口警方成立应急救援队护航高考

海口考生遇突发情况
可以进行求助
拨打“66796624”报警或求助
路面执勤交警

本报海口6月4日讯（记者邓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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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口市政府、海口市公安局的统一部
署，该支队提前制定高考安全保卫、防台风强降水天
气交通疏导工作方案，部署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高考前期，海口交警组织警力提前勘察各考
点周边路况，针对交通流量较大的路段，安排警力
加强交通疏导。设立临时停车场，制作禁鸣喇叭、
减速慢行、禁止停车及交通引导等标志标牌，并与
考点周边企事业单位沟通协调，解决考生接送车
辆停车难问题。

海口交警温馨提示，请接送考生的驾驶人通
过交通广播、百度地图等及时了解实时路况信息，
避开交通堵塞路段。如遇台风天气交通易堵，请
尽量提前计划好交通出行路线、时间，确保顺利赴
考。如遇突发情况急需求助，可拨打“66796624”
报警或求助路面执勤交警。高考期间，希望广大驾
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礼貌让行、不乱
鸣喇叭，不乱停放，共同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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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真好吃，这是我吃过的最好
吃的肉粽。”今天，在定安旅游的湖北游
客刘磊吃到定安粽子后赞不绝口，一边
大口吃着粽子，一边招呼老板给他打包
3箱真空包装的粽子，准备寄给亲朋好
友品尝。

端午未到，粽香先浓。临近端午
节，在定安的大街小巷，处处可以闻到
定安粽子的香味。刚出锅的粽子剥开
后，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软嫩滑
爽的富硒糯米与肥而不腻的黑猪肉及
醇香的蛋黄完美交融，色味俱佳，让人
垂涎欲滴，轻轻咬上一口后，香糯可口、
唇齿留香。

“定安粽子的品牌越来越响亮，订单
每天都在增加。”近日，订购定安粽子的
订单源源不断，海南定安新泰来食品有
限公司老板刘会明忙得不可开交，每天
他和工人一起加班到深夜，赶制定安粽

子。定安粽子为何人气居高不下？他认
为，这和定安本地优质新鲜的原材料有
直接关系。

“只有用好食材，才能包出料香味美
的好粽子。”刘会明介绍，定安粽子的备
料有不少讲究。其中，粽叶必须选用半
老柊叶，过嫩过老，都会使草木清香无法
渗入粽子。粽米选用颗粒饱满、米香馥
郁的富硒糯米，浸泡半日至柔软，放在簸
筐里滤干水，散入少许精盐调匀。馅料
常用猪肉和咸鸭蛋黄。其中猪肉必须
选用七分瘦三分肥的定安黑猪肉，并用
特制秘方腌制成黄褐色。“其中猪肉更
是关键，用了高品质的定安黑猪肉，才
能保证粽子包出来肉香味美却没有猪
肉的膻味。”

据了解，定安农户在养殖定安黑猪
时，惯以牧草、地瓜叶、豆粕、番薯、米糠
等原料混合发酵后喂养，定安黑猪在栏

养到100天之后会进行山林放养，达到
300天生长期才会进行销售。

近年来，优质、生态、安全的定安黑
猪不断得到市场的认可，在省内外市场
大受欢迎。据了解，2015年，定安黑猪
成功进入沃尔玛等超市的163个专柜
销售，其中定安黑猪排骨的售价高达
47元/斤，比在广东市场上火了多年的
土猪一号每斤还要贵2元多。2017年，
专注“儿童及安全肉菜”的生鲜连锁企
业深圳邻里儿童级别安全农产品有限
公司与定安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达成
合作，建立“爱百邻定安黑猪生态放养
基地”，该合作社养殖的定安黑猪一直
供不应求。

“定安黑猪肉的优良品质，造就了独
一无二的定安粽子。”定安县畜牧局局长
张坚表示，为了进一步保证定安黑猪品
质，推进定安黑猪原种保护与繁殖基地

建设，定安整合投入2000余万元打造定
安黑猪育种场，确保定安黑猪产业的长
远发展，该育种场预计今年投入使用。
据了解，2017年定安县外销黑猪38.74
万头，黑猪产业年产值近8亿元，全县农
民养猪年纯利润1.36亿元。

好肉出好粽，在定安人看来，只有选
用了高品质的定安黑猪肉作为原料，才
是正宗的定安粽子。据了解，定安将此
标准写入定安粽子地方标准中，对定安
粽子的选料、加工、制作、包装和储存、销
售等各环节进行严格管理，实现了粽子
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质量监控。“品质有
保证，才能让产品更加具有生命力，我们
相信，与众不同的定安粽子在规范化的
管理下，会走得更远。”定安县粽子协会
会长王沸健说。

（本版策划/洪宝光 撰文/陈栋 段
誉 司玉 图片/黄祥）

好粽源自优质食材 定安粽子以质取胜

2018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走进三亚展销，市民和游客现场品尝和选购
定安粽子。

海口高考期间
市区部分路段
将适时交通管制

本报海口6月4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为确
保高考期间考场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
序、畅通，根据相关规定，海口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今天发布交通管制通告，将对
海口部分路段将实行适时交通管制。

根据交通管制通告，管制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10 日（08：
00—12：00和14：00—17：30），管制
路段为海口市板桥路、大路街只允许
机动车西往东行驶，即只允许从龙昆
南路方向往朱云路方向行驶，金花新
路只允许机动车北往南行驶，即只允
许从红城湖路方向往板桥路方向行
驶。实施交通管制期间，过往车辆、行
人请严格按照现场执勤公安民警的指
挥或道路交通标志牌指示行驶。

三亚考场周边道路
将实行部分车辆
限行和交通管制

本报三亚6月4日电（记者徐慧
玲）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获悉，为确保高考、会考期间考场
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三亚将
对市内3个考点周边道路实行部分车
辆限行、交通行为限制和交通管制。

据了解，此次交通管制和限行时
间为6月7日至10日，每天06：30至
18：00。高考、会考期间，三亚严禁大
型载货车辆、危化品运输车辆从该市
荔枝沟路市一中路段、凤凰路市一中
路段、海润路市一中路段和工业园路
段、河东路实验中学路段、解放路市二
中路段等通行。同时，禁止各类车辆
在三亚市一中、海南中学三亚学校（原
实验中学）和三亚市二中及周边路段
鸣按喇叭，禁止在考场周边超速通行，
违者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
从重处罚。

此外，6月10日高中基础会考期
间，根据考场周边道路管控实际需要，
三亚公安交警部门将对三亚市二中周
边的交通巷（解放路至文明路全段）实
行分时分段交通管制。

今年全省58775人
参加高考

◀上接A01版
有1183人符合“2个12”的报考条件（比去年增加
393人）、有489人符合“3个6”的报考条件（比去
年增加109人），有109人符合“3个3”的报考条
件，有449人符合“3个有”的报考条件。

全省共有941名考生申请不受报考批次限
制。经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和省民政厅等部门审
查，共有924人符合不限报资格的条件，其中，引
进优秀人才子女考生有19人、驻琼部队现役军人
子女考生有33人、省外借读生有4人、中职生868
人，有17人不符合不限报条件。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为提高重点高校
招收农村学生的比例，省考试局按照教育部的要
求，进一步加大专项计划的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广
大考生踊跃报考专项计划，并严格做好专项计划
报考资格的审查工作。经审查确认申请并符合报
考高校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
资格的考生分别有1677人（比去年增加149人）、
3940人（比去年减少275人）和16093人（比去年
增加1008人）。

在综合治理“高考移民”问题方面，继续加大
综合治理和各项资格审查力度。经多轮次的审
查和复查，今年共发现并处理了7名学籍和70
名户口信息弄虚作假的考生，调整了209名申请
不限报的“异地高考”考生的报考资格，维护了
考生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