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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傅人
意）今年5月中旬，海口市菠萝和东方市
芒果出现价低卖难现象，引起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厅获悉，
经过全省各地农业部门及企业20余天
的全力促销，海口价低卖难菠萝已基本
销完；东方卖难的台农芒果还剩1.42万

亩，预计产量1.78万吨。
据了解，5月份海口出现价低卖

难现象的巴厘菠萝已基本销完。5月
15日—6月7日，全省出岛菠萝1631
车，共3.85万吨。由于不同品种菠萝
一年四季分批上市，目前尚有15.4万
吨菠萝未上市。

“未来菠萝销售价格和市场相对
乐观。一是因为未上市菠萝仅有少
量为传统品种巴厘菠萝，二是前段时
间徐闻地区大量集中上市的巴厘菠
萝差不多已售完，三是省农业厅已提
前对接北京、广东、浙江等地的收购
商，对我省菠萝进行相关推介。”省农

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省还将
安排财政资金支持万宁、琼海等地调
优菠萝品种。

目前，省农业厅已指导菠萝种植
面积较大的万宁市推广金菠萝、台农
16 号、台农 17 号等菠萝优良新品
种。万宁已出台《万宁市菠萝品种结

构调整实施方案》，计划投入资金
2377.7万元，支持建设菠萝优良新品
种核心示范基地，并通过资金补贴，
引导菠萝优良新品种种植面积达
8000亩，力争调优后的菠萝亩产值由
0.6万元提升至1.3万元，提升菠萝产
业经济效益。

省农业厅通报我省菠萝芒果近期产销情况

海口价低卖难菠萝已基本销完

我省下调成品油价格

油价终结“五连涨”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

任笑冬）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国内成品油
调价信息，自今日24时起，我省汽、柴油价格（标
准品）每吨分别降低130元和125元。调整后，我
省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89号汽油7.78元/升，92
号汽油8.42元/升，95号汽油8.95元/升，0号柴油
7.03元/升，分别下调0.09元/升、0.11元/升、0.11
元/升、0.11元/升。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压
缩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为5.38元/立方米（等值换
算为7.48元/公斤），下调0.08元/立方米（等值换
算为0.11元/公斤）。

我省大学生创业大赛
圆满落幕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单憬岗 通讯员
张鹏飞）今天下午，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
厅、省科协、省学联联合举办的2018年“创青春”
海南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暨2018年“挑战杯—
彩虹人生”海南省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决
赛在海南大学圆满落幕。

本次大赛中，“创青春”创业大赛分为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实践挑战赛及公益创业赛三类，

“挑战杯—彩虹人生”海南省职业学校创新创效
创业大赛分为创意赛和生产工艺革新与工作流
程优化赛两类。决赛主要分为作品展示和答辩
两个环节。

本次大赛参赛学校申报作品的数量和质量
较往年均有突破。来自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
等11所高校的共122件作品经严格遴选，进入

“创青春”海南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其中82
件作品进入终审答辩环节；来自海南经贸职业技
术学院等7所高职和中职的33件作品进入“挑
战杯—彩虹人生”海南省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
大赛决赛。

经过激烈角逐，“创青春”海南省大学生创业
大赛创业计划类项目中，海南知海海洋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椰子工坊、水体重金属离子智能回收分
析仪项目等5个项目荣获金奖；公益创业类项目
中，环岛花海、星一、普法入微3个项目荣获金奖；
创业实践挑战类项目中，“薪火相传”弘扬海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半辞有度-竺”无人便利店2个项
目荣获金奖。

“挑战杯—彩虹人生”海南省职业学校创新创
效创业大赛创意项目中，新型外卖保温箱、JAWS
金融数据服务与量化研发、基于传统中医理论的
五行查询与养生系统推荐3个项目荣获一等奖；
生产工艺革新和工作流程优化项目中黑枸杞健康
饮品的研究设计项目荣获一等奖。决赛部分获奖
作品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
赛和“挑战杯—彩虹人生”职业院校创新创效创业
大赛的角逐。

本次大赛还设立了海南省青春创业论坛，邀
请省内外创新创业教育专家和创业学生研讨，在
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
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如何把握机
遇、提高创新创业能力，指导参赛学生汲取更多创
业实践经验，在海南新一轮改革发展中努力实现
创新创业梦想。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身份证、准考证、签字笔……千
万别落下了！”今天是高考第二天，王
皇却依旧很紧张。凌晨6时许，就急
匆匆来到三亚市社会福利院，为今年
参加高考的龙伟准备好早餐后，又反
复检查他的考试“装备”。

王皇是三亚市社会福利院的院
长，也是社会福利院里所有孩子的“妈
妈”。而龙伟是三亚市第四中学的学
生，也是一名在三亚社会福利院里长

大的孩子，他小时候因患小儿麻痹症
导致腿部残疾，出行只能依靠轮椅。

为了帮助龙伟顺利高考，取得好
成绩，高考这几天，三亚市社会福利
院工作人员全程接送。而跟其他考
生的家长一样，王皇也是全程陪考。

“今天早上的考试科目是政治，
孩子说考得还行。”今天下午，等候在
三亚市第一中学考点外的王皇不时
打开手机看时间，或是张望着考场内
的情况。“担心他坐不习惯椅子，担心
他不适应考场环境，昨天晚上醒了好

几次，担心自己睡过了头。”王皇打趣
地说，她自己比龙伟还要紧张。

“龙伟是艺术类的考生，特别喜
欢绘画，他创作的艺术作品曾多次获
得省、市中小学生校园艺术竞赛奖
项，他还通过了艺术考试呢！”提及龙
伟的成绩，王皇颇为自豪。

在王皇眼中，龙伟也是懂事的孩
子。由于不能行走，在三亚市第四中
学上学时，班上的同学总是背着他上
下楼。龙伟也是三亚考区唯一的残
疾人考生，有关部门在考前曾提出为

他单独设立考场，被他拒绝了。“他不
愿被特殊照顾，想和大家一同参加考
试。大家对他的帮助，龙伟都记在心
中。他总说要好好努力，等有能力后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王皇言语之
中充满了欣慰。

“不知道孩子英语科目考得怎么
样……”离考试结束还有十几分钟，汗水
浸透了衣裳，她却丝毫未察觉，“希望龙
伟考上心仪的大学，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陪着他，帮助他圆大学梦。”王皇说。

（本报三亚6月8日电）

一位“妈妈”的特殊陪考记

本报海口6月8日讯 （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省教育厅、省
人社厅、省民政厅、省工商局、省编办
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海南省民办
学校分类登记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确保我省民办学校分类登
记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办法》所称的民办学校，包括实
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
学、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及以

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
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这些民办学
校分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和营利性
民办学校。

《办法》要求，2017年9月1日前
设立的民办学校，须在5年过渡期内
进行分类登记。进行分类登记之前，
该类学校继续按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管理，并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在过
渡期内不进行分类登记的，不得再登

记为营利性民办学校；确有特殊情况
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可延期进行分
类登记，但延期期限最长不超过2
年，超过期限仍不进行分类登记的，
不得再登记为营利性民办学校。

现有民办学校选择登记为营利
性民办学校的，学校应当进行财务清
算，依法明确财产权属，缴纳相关税
费后，办理新的办学许可证，重新在
工商部门登记。分类登记前依法依

规减免的税费和应补缴的土地出让
金按有关规定处理。

《办法》还对设立民办学校作出安
排：设立民办学校应当参照同级同类
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审批机关应当
坚持以高水平、有特色为导向批准设
立营利性民办学校。举办者应当自筹
设获批之日起3年内提出正式设立申
请，筹设期内不得招生。实施义务教
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不允许设立。

我省出台民办学校分类登记暂行办法

不允许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我省普通高中
基础会考明日举行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2018年海南
省普通高中基础会考将于6月10
日举行。省考试局今天发布考前公
告，进一步明确考试时间、考场规则
及考生各项注意事项。

根据考场规则，开考15分钟
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
次科目考试。开考60分钟后，考生
方可交卷离场并不得再进场续考，
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该项考试禁止考生携带通讯
工具（含手机）、电子存储记忆录
放设备、计算器、钟表（含手表）、
涂改液、修正带、各种书籍资料、
印刷材料以及其他与考试无关物
品参加考试。

省考试局提醒，考生接受身
份验证时，要事先准备好身份证，
验证时将身份证放置在身份证验
证器上；若电脑未能读取或显示
考生身份证相片时，可从备用人
工验证通道接受验证后再进入考
点或大楼。

本报椰林6月8日电 （记者李
艳玫 苏庆明 通讯员黄艳艳 陈思
国）今天，陵水黎族自治县“蔚蓝国度
——海洋生态科普公益展”开展，该
展览为期一周，通过上百张生动有趣
的水下摄影作品，展示海洋魅力，提
升全民海洋生态保护意识。

本次展览以“珊瑚礁的故事”
为主题，分为四个章节，前三章主
要展示世界各地的海底世界，第四
章为陵水海域海景影像。本次海
洋影像主题公益展作品全部由海
南省贝类与珊瑚保护学会会长姚
宏朝拍摄。

“作为一名陵水人，我时刻关注
家乡海洋事业的发展，希望能够通

过这次展览呼吁更多人加入海洋保
护的行列，不买珊瑚类制品，不消费
海洋保护动物。”姚宏朝说，此次展
出作品采取“静态与动态结合”的多
媒体方式展出，观众通过手机扫描
图片二维码就能看到这张图片的视
频故事。

据了解，第四章展出的摄影作品
均未取名，主办方设置了有奖命名的
活动，观众可以对海洋摄影作品进行
命名，所有摄影作品都将收录在画册
中，被选中的命名者还将获得这本画
册。另外，展览开幕式还举行了《珍
珠海岸，生命摇篮》海底生态微记录
片发布会。该片于今年4月开拍，预
计8月上线。

迎接国际档案日

省档案馆举办专题图片展
回顾海南30年发展历程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尤梦瑜）6月9日
是第11个国际档案日。围绕今年的主题——“档
案见证改革开放”，今天上午，由省档案馆主办、省
图片社承办的“我们的三十年——爱国主义教育
专题图片展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档案
史料展”在省档案馆开幕。

据悉，该展览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为主线，汇集了30年来的重要文件90余份、照片
166张、实物39件，其中30组反映各市县巨变的
对比照片为首次对外发布，让广大公众在珍贵的
档案资料中回顾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所
取得的辉煌成就。

在今天的展览开幕仪式上，省接待办向省档
案馆移交了珍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海南”照片
档案，并接受了省档案馆颁发的移交证书。

据悉，该展览设于省档案馆二楼，将面向公众
长期免费开放，公众可于周一至周五前往参观。

海南省南海海洋产业
发展协会成立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陈雪怡）海南省
南海海洋产业发展协会今天在海口成立。该协会
将致力于促进我省远海渔业、休闲渔业等海洋产
业发展，推动建设海洋特色小镇、海洋产业园区，
成立海洋产业基金等。

在今天举行的海洋产业发展助力海南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论坛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指出，海南海洋渔业资源丰
富、海洋生物物种多样，生物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
在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现在
也面临着捕捞强度较大、违法作业破坏渔业资源
等问题。他建议海南通过实行限额捕捞制度、实
行合理的采捕规格和网目尺寸，严格海洋渔业执
法、取缔非法作业等，控制捕捞强度，同时通过人
工增殖放流、建设沿海人工鱼礁、发展游钓休闲渔
业等，转变渔业经济增长方式，以大力推进海洋渔
业可持续发展。

本报三亚6月8日电 （记者林
诗婷 通讯员陈宏 汪裴）今天是第十
个世界海洋日和第十一个全国海洋
宣传日。为进一步宣传保护海洋资
源，三亚多个景区、海鲜广场、学校等
通过举行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知识巡
回展等活动，呼吁市民游客积极参与
海洋环保行动，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在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蓝丝带
海洋保护协会志愿者们为景区工作
人员及游客系上蓝丝带，并开展集体
宣誓活动，宣传“保护海洋就是保护
我们自己”的理念。活动还设置了非
遗文化鱼拓制作环节，将海洋保护观
念与传统鱼拓文化相结合，呼吁海洋
环境保护。

同时，由三亚市旅游委、三亚市
海洋与渔业局主办，三亚市海鲜排档
协会、三亚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承办
的2018年三亚海鲜美食推广季暨海
洋生物资源保护知识巡回展活动也
于今日举行。活动通过展板公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
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

野生动物利用特许办法》，并以图片
的形式系统展示了《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水生野生物种
和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
进一步宣传推介我国丰富的海洋资
源和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不断加强
广大市民游客关心海洋生物、认识海
洋生物、保护海洋生物的意识。

海南省蓝丝带海洋
环境保护协会成立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张
期望）今天，海南省蓝丝带海洋环境
保护协会在海口成立。“2016-
201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郑文春担
任该协会首届理事会会长，歌手汤
子星应邀担任“蓝丝带海洋保护公
益形象大使”和公益歌曲《红树林》
主唱。郑文春表示，海南省蓝丝带
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将努力承担起历
史使命，履行好社会责任，为海南乃
至全国海洋生态环境的优化发挥积
极作用。

海航志愿者开展世界
海洋日主题公益活动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郑有艾）今天，海航志
愿者协会在海口市西秀公园海滩开
展“感恩海洋，大爱海南”海洋生物
增殖放流主题公益活动。

当天，海航志愿者协会根据增
殖放流地的海域特点，选择了紫红
笛鲷、红鳍笛鲷、金鲳鱼作为本次活
动的放流对象，共计放流10万尾。

本次活动由省海洋与渔业科学
院海洋生态研究所和海口市志愿服
务联合会指导，海航志愿者协会主
办，并获得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和海南省放生协会的支持。

陵水举办海洋生态科普公益展
传播“人海和谐”理念

三亚多种形式创新宣传世界海洋日

6月8日，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考点，免费给家长提供休息场所的公交车。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6月8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在县规划馆举办海洋生态科普公益展。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气象

高考

今天琼岛
多阵雨或雷阵雨
无高温天气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董立就 石娟）9日是
海南高考的第3天，记者今天上午
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当天
海南全岛多阵雨或雷阵雨，无高温
天气。

省气象台预计，6月9日受西南
季风影响，海南岛多阵雨或雷阵雨，
无高温天气。预计全岛白天最高气
温32℃～34℃。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受季风
云系影响，虽然今年第 4 号台风

“艾云尼”对琼岛的影响已经结束，
但近期海南岛仍有分散阵雨和雷
阵雨天气，建议考生和家长出门带
好雨具，注意局地短时强降水可能
造成交通不畅，安排赶考时间应留
有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