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昌

本报文城6月5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符奋）为切实加强
2018年高考、会考“两考”期间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文昌交警结合辖区
实际提前介入和部署，以“四个到
位”工作举措，全力确保校园及周边
道路交通安全。

海口

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叶
媛媛）记者今日从12345海口市民
服务智慧联动平台获悉，在台风、高
考期间，该热线前台将安排180人
次24小时值守，确保高考考生诉求
第一时间得到回应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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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符晓虹 郭冬艳）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气象台获悉，
南海的热带低压已于今日8时加强为今年第4号
热带风暴，23时台风中心位于距离广东省湛江市
徐闻县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8级，风速达到20米每秒。预计，台风中
心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
动，强度变化不大，6日早晨到中午登陆广东徐闻
到吴川一带沿海。同时，海南省气象局今日17时
继续发布台风三级预警。

受今年第4号热带风暴影响，6月5日8时至15
时，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出现了明显降雨。
其中，定安、琼海和万宁3个市县共有7个乡镇雨量
超过50毫米，最大为定安县龙湖镇82.1毫米。

南海热带低压
已加强为热带风暴
我省继续发布台风三级预警

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郭萃）受今年第4
号热带风暴影响，海口蔬菜供应受到一定程度影
响，但由于相关部门及企业保供措施及时有序，整
体菜价波动并不明显。记者今日从海南凤翔蔬菜
批发市场获悉，该市场已经储备超过5000吨蔬菜
保障供应，全市农贸市场菜价相对稳定。

记者走访海口市部分农贸市场发现，大部分
蔬菜价格未出现上涨。市场摊主介绍，虽然琼州
海峡已经停航，但目前蔬菜总量较为充足，蔬菜批
发价仍基本保持稳定，短期内蔬菜零售价出现大
幅上涨的可能性很小。

记者获悉，为应对短期恶劣天气造成的菜价
波动，海南凤翔蔬菜批发市场自3日起就加大蔬
菜进货调运力度，连续三日平均进货量超过1500
吨。目前，该市场内已经储备超过5000吨蔬菜；
海口加旺批发市场也调运超过400吨岛外蔬菜应
对市场需求，同时已经提前联系云南主要蔬菜批
发基地，在港口恢复通航后将迅速组织200吨蔬
菜进入岛内，保障海口市场蔬菜供应。

海南凤翔批发市场调运
5000吨蔬菜保障供应

本报三亚6月5日电（记者梁君穷）今天下
午记者从三亚市发改委（市稳价办）获悉，为积极
降低今年第4号热带风暴对三亚市“菜篮子”保供
稳价的影响，6月5日至11日期间，三亚在全市
60多个保基本蔬菜平价网点启动保基本蔬菜应
急投放及调控机制，要求各平价专营区提前储备
蔬菜，加大保基本蔬菜投放量，严格执行调控措
施，并引导平价网点组织蔬菜特价活动。

三亚市价格监测中心数据显示，今天三亚主
要“菜篮子”品种价格总体运行平稳。三亚市价格
主管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强市场价格监
测预警工作，密切关注市场“菜篮子”价格变动情
况，并会同市工商等职能部门加强市场监管，确保
市场价格总体平稳。

三亚启动保供稳价
应急工作机制
确保热带风暴天气期间菜价平稳

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高春燕）记者今天从省考
试局获悉，今年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从
6月13日开始到6月20日结束，届时
将有700多名教师参与其中。

今年的高考评卷继续实行网上
评阅的方式，评卷地点仍设在海南师
范大学图书馆楼。记者了解到，为确
保评卷质量，今年省考试局更加严
格做好评卷教师的选聘。

值得一提的是，高考评卷工
作将坚持回避制度。正式评卷前，
省考试局将组织各学科组先进行充
分的试评，制定出统一的评分标准，
科学、客观的评分细则，每个评卷员
要经过培训、试评及考核合格后才能
参加正式评卷。

评卷结束后，成绩复核组还将
通过人工和评卷系统相比对的方
式，对评卷结果随机进行关联核对，
确保评卷结果准确无误。

高考评卷工作时间
为6月13日到20日
700多名教师参与评卷

本报海口6月5日讯 （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2018年海南省
普通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将于6月7
日至9日进行。省考试局今天发布
2018年海南省普通高考考试公告，
再次明确高考统考科目及时间安排，
并对考生及考务人员作出温馨提示。

省考试局提醒，各科开考15分钟
后，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考
试（其中英语科的考试，14时45分后禁

止迟到的考生进入考点）。同时，考生
不得早于每科目考试结束前30分钟交
卷出场，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
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考生如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
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有违规行为的，
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
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
档案；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追究法
律责任。

因每年总有考生忘带或遗失准
考证、身份证，省考试局也再次提
醒，考生忘带或遗失准考证也无需
惊慌。监考人员将先验证考生相
貌，若与考生座位安排表上的照片
相符，可安排考生进考场应考。同
时，经流动监考员通知考生领队，要
求在本科考试结束前将准考证送到

考场，或保证下一科考前送到，将情
况报告考点主考。考点主考掌握无
准考证进场应考的考生情况，如果
确系丢失，由市县招生办与该生所
在学校带队老师核实确认其身份；
如系考生忘记带，由考生领队取来
送至考场。确系丢失的，确认后经
市县招办主任批准补发。

其他考场规则及答题注意事项
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查看。

省考试局发公告强调高考考场规则

考生忘带或遗失准考证可先进场应考

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徐
武）记者从海南铁路有限公司获悉，受今年第4号
热带风暴影响，海南环岛高铁自6月5日21时开
始停运。

受台风影响
海南环岛高铁停运

关注热带风暴关注2018年高考

海口公布各考点管制路段和停车点

我省各市县各部门
为“平安高考”护航

本报万城6月5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吴小静）今天上午，万宁
市启动“爱心送考”高考助考公益活
动，该市20余家爱心企业与志愿者
团队共300辆社会车辆组成爱心送
考团，为考生提供爱心送考服务。

万宁

本报椰林6月5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黄艳艳）今天，陵水黎
族自治县交警发布了该县考点周边
交通管制限行的通告,并将安排专
用警车为送考车辆开辟“绿色通
道”，保证考生按时参加考试。

陵水

本报八所6月5日电（记者张惠
宁）东方市4日召开2018年普通高
考、基础会考暴雨天气应急处置工作
联动协调会，出台应急处置方案，对
高考期间如遇暴雨如何保障考生平
安顺利参加考试进行了安排部署。

东方

本报海口6月5日讯 （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今天上午，
2018年海南高考考前安全检查工
作会在海口举行。会议通过视频监
控系统，巡察了全省各考区试卷保
密室和标准化考场情况，听取了省
考试局、海口、三亚、文昌关于高考
准备情况的工作报告，对相关工作

进行再部署。
副省长苻彩香出席会议并讲话。
记者从会上获悉，为实现“平安

高考、公平高考、诚信高考、温馨高
考”目标，当前我省有关部门已经按
照教育部和省高招联席会议的部署，
联合开展了高考环境综合治理、高考
移民防堵、考务人员选拔培训、突发

事件应急演练等各项工作，考前准备
工作基本完成。

苻彩香指出，各市县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对事
关高考的各项工作，做出稳妥、周密
的部署和安排，以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的精神为人才选拔创造良好的社

会环境。各市县政府主要领导在高
考、会考期间要全程坐镇指挥考试
组织实施工作，保证考试组织协调
有力。

由于高考期间我省或遇台风天
气，会议在听取省气象局相关汇报后
要求，考试期间，省气象局要提前发
布各市县考试期间每天两个时段的

天气情况；相关市县及三防部门要迅
速进入状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
况，做好抗风防汛等各项预案；各地
各校要安排主要领导带班，值班人员
24小时值守，提前排查消除各类校
园安全隐患，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会后，苻彩香前往海南中学考
点，检查考前准备工作。

2018年海南高考考前安全检查工作会强调

考试期间各市县政府主要领导要全程坐镇指挥

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钟玲）记者今天从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今年高考
及会考期间考场周边路段考生与车
辆较集中，且遇上强降水天气，为确
保交通出行畅通，海口交警部门将
派出足够警力开展高考交通安保暨
防风防汛交通疏导工作，并提前发
布出行提示，方便市民出行。

据出行提示，侨中高中部（海秀
中路）是海口考区主考点，将有2308

名考生参加考试，请途经车辆择道
绕行，避开海秀中路侨中高中部考
场路段。

侨中高中部考点除了正门口
作为考生进出通道外，在海秀中路
中源酒店西侧、龙华西路上邦百汇
城南侧（兰州拉面馆左侧10米）增
设 2 个考生进出通道。考生可选
择步行从该通道进入考场，避开校
门口车辆集中路段。请家长有序
停车，听从现场交警指挥，不要扎

堆停车在学校门口，以免造成交通
拥堵。

为确保高考期间考场周边道路
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交警决定对
部分路段实行适时交通管制，管制
时间为 6 月 7 日至 6 月 10 日（08：
00—12：00和14：00—17：30）。考
试期间，特别是6月8日下午英语听
力考试，各考点门前路段车辆禁鸣
喇叭、货车限行三十分钟。

广大驾驶人请留意收听广播电

台实时播报的路况信息，浏览椰城
交警微博和海口公安交警APP查看
整点路况信息，尽量避开考场周边
路段，如：海秀中路、白水塘路、美苑
路、海府二横路、大路街、板桥路、高
登西街等路段，避免交通拥堵与个
人交通出行不便。

海口交警部门还安排了警用车
辆作为“爱心送考车”，为紧急赶考
的考生交通求助提供服务，求助电
话：66796624。

具体管制路段和停车点

1

3

2

海南中学高中部、
海南中学初中部考点

管制路段：板桥路、大路街机动车西往东行驶，
即从龙昆南路往朱云路方向行驶，金花新路机动车
北往南行驶，即从红城湖路往板桥路方向行驶。

接送学生车辆可停放在以下区域：
（1）海南中学初中部考点：接送考生车辆停放

在高登西街沿线周边路段；
（2）海南中学高中部考点：接送考生大巴车可停

在学校里面，小车停放在板桥路、金花新路周边路段。

海口一中高中部考点

管制路段：白水塘路（丘海大道至金福路口），
禁止货车（含小型）通行。途经白水塘路段车辆可
选择丘海大道、富康路、金福路绕行。

接送学生车辆可停放在以下区域：大巴车可停
放在白水塘路西段万达广场路段两侧，小车可停放
在白水塘路沿途非机动车道以及富源路、富景路道
路两侧。

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
（海府二横路）考点

管制路段：海府二横路（海府路至振兴南路）。
途经车辆可绕行白龙南路、海府一横路、群上路、美
祥路等路段。

学校周边无停车场，请接送考生车辆即停即
走，避免造成路段拥堵。

4

5

6

7

海师附中高中部（琼山大道）考点

管制路段：琼山大道（椰海大道至新大洲大道）。受新大洲
大道往机场方向绿地城路段占道施工的影响，请前往机场的车
辆取道迎宾大道→绕城高速→美兰机场。

学校周边无停车场，请接送考生车辆即停即走，避免造成路
段拥堵。

海口琼山中学高中部（新大洲大道）考点

管制路段：新大洲大道（椰海大道至滨江路）。受新大洲大道
往机场方向绿地城路段占道施工的影响，请前往机场的车辆取道
迎宾大道→绕城高速→美兰机场。

接送考生大巴车可停在学校里面，小车停放在新大洲大道两侧。

海口市四中高中部（美苑路）考点

管制路段：美苑路（海府一横路至青年路）。途经该路段车辆
请绕行白龙南路、青年路、群贤路、海府一横路。

学校周边无停车场，请接送考生车辆即停即走，避免造成路段
拥堵。

海南省农垦中学初中部（滨涯路）考点

管制路段：滨涯路（金牛路至海垦路）以及金园路全段。途经
车辆可绕行南海大道、海垦路、金垦路、金牛路。学校周边无停车
场，请接送考生车辆即停即走，避免造成路段拥堵。

请该考场考生注意，雨天考场门口路段容易积水交通受阻，交
警部门协调有关单位分别在滨涯路金牛路口与海垦路口两端各设
一处考生摆渡点，便于考生进入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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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食安办

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罗
霞）为确保考生以良好的身体状况
参加考试，省食安办今天发布食品
安全消费提示，提醒广大考生和家
长注意饮食安全、科学饮食。

省消防总队

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坚）记者今天从省消防
总队获悉，连日来，根据省消防总队
的统一部署，各地消防联合教育部
门，对当地高考考点、考生集中住宿
点逐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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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夜间至7日，海南岛四
周沿海陆地伴有7至9级大风，
内陆地区伴有5至7级大风

8日至9日,海南岛西部和
北部沿海陆地风力5至7级。

■海口、定安、澄迈、临高、儋州、琼中、屯昌、昌江
和白沙等市县300毫米至450毫米，局地450毫
米至550毫米
■文昌、琼海、五指山、保亭、乐东和东方等市县
180毫米至300毫米
■万宁、陵水和三亚等市县100毫米至180毫米

6日
北部和西部
地区有暴雨
到大暴雨、局
地特大暴雨，
东部、中部和
南部地区有
中到大雨、局
地暴雨

7日
北部和西部
地 区 有 暴
雨、局地大
暴雨，中部
和南部地区
有 小 到 中
雨，东部地
区有小阵雨

8日、9日
北部和西部
地区有小到
中雨、局地大
雨；东部、中
部和南部地
区多云，局地
有小阵雨

5日20时至9日20时各地预计过程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