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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实验技能操作
考查6月下旬进行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 （记者
陈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2018年
我省普通高中实验技能操作考查将
于6月下旬进行。考查结果将作为
考生综合素质评价内容之一，为高
校招生提供参考标准。

此次考查对象为选择在2018
年参加物理、化学、生物和技术（含
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科目学业水
平合格性考试的我省普通高中
2017级学生。考查具体时间由各
市县（单位）教育行政部门确定。

省教育厅要求，各普通高中学
校要根据实验技能操作考查的要
求，认真准备考查试题卷和考查记
录表，布置考场和准备实验器材。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我省高考综
合改革试点工作正在推进当中。今
天，省教育厅印发《2020年拟在海南
省招生普通高校本科专业选考科目
要求》，明确严禁学校通过提供固定
组合“套餐”的办法，剥夺学生对学业
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的自主选择权。

根据《海南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实施方案》，我省各高中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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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高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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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哲学类的哲学专业A高校提
出选考科目要求为“政治”1门科目，
则考生选考的3个科目中须有“政
治”科目方可报考；B高校提出选考
科目要求为“政治”“历史”2门科目
并要求“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则

考生选考的3个科目中须有“政治”
“历史”2门科目方可报考；C高校提
出选考科目要求为“政治”“历史”2
科并要求“考生选考其中1门即可报
考”，则考生选考的3个科目中有“政
治”或“历史”1门科目即可报考；D高
校选择“不提科目要求”，考生在“政
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
选考任意3科均可报考。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单位）教
育行政部门要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普
通高中学校及时做好2017级高一学
生及其家长的宣传、培训工作，确保
每一位学生及其家长对2020年拟在
海南省招生的普通高校的专业设置、
科目选择要求以及各专业的录取机
会等全面了解。

各普通高中学校要科学指导学
生选课走班，选课走班工作要坚持学
生自主原则。要指导学生科学认识
自己的志向、兴趣、特长、学习优势和
职业倾向，科学选择科目。在学生自
主选科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尽可能
多开设科目组合，满足学生的选科学
习需求。严禁学校通过提供固定组
合“套餐”的办法剥夺学生的自主选
择权。

省教育厅强调，各市县（单位）教
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学校选课走班
工作的指导，引导学校转变观念，坚
持以学生为中心，结合自身资源条
件，积极落实好高考综合改革的各项
要求，要加大监管，畅通监管举报渠
道，对不合理限制学生课程自主选择

权的行为，及时予以纠正。
各普通高中学校要充分依托海

南省高考综合改革信息化平台，开展
学生生涯规划教育和选择学习科目，
进行选课走班、编排功课、走班教师
管理等教育教学管理，以信息化手段
助推高考综合改革。

2020年拟在海南省招生普通高
校本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可登录省
教育厅网站查看。省教育厅同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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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讯（记者叶
媛媛）记者今日从海口市教育局获
悉，2018年中招志愿填报时间为6
月28日—7月6日12时。今年中招
志愿填报有两大变化，一是第二批志
愿的填报由往年的可填2所学校变
为1所；二是第三批志愿填报由往年
的可填3所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变
为可填3所普通高中及3所职业学
校，共6个志愿。

招生工作分四批次录取

海口市教育局基教处有关负责
人介绍，2018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志愿设提前批、第一批、第二批和第
三批4个批次进行录取，考生可根
据自己的志向、爱好和家庭经济状
况，依据录取批次，自主填报各类学
校志愿。

考生完成志愿填报后，海口市中
招办和学校将在7月7日-7月10日
12时核查考生志愿信息，完善考生
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未被录取的考
生须在7月28日-7月29日12时修
改第一批次志愿。

北师大海口附校计划招50人

记者了解到，今年提前批符合

报考条件的考生只能填报一所学
校，可报考的包括：琼台师范学院
公办乡镇幼儿园定向免培生班，海
南中学、海南省国兴中学、海南省
农垦实验中学少数民族特招班，海
南中学中英高中课程实验班，海南
华侨中学中美合作实验班，海南华
侨中学中英合作实验班，中央民族
大学附属中学陵水分校皓泰圆梦
创新实验班，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万
宁附属中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
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南开大学附
属中学儋州市第一中学、西南大学
临高实验中学、华中师范大学第一
附属中学屯昌思源实验中学、华中

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学、湖南师范
大学附属定安中学的实验班，中央
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
海口附校。

其中海南中学、国兴中学、海南
农垦实验中学的少数民族特招班报
考条件是世居在我省的黎、苗、回族
应届生，各科C等及以上，综合素质
评价B等及以上。招生人数上少数
民族聚居市县占80%，其他占20%。

此外，北师大海口附校今年首次
设立在提前批中，计划招生50人，报
考条件为海南考生应届生，不受户籍
限制，各科C等及以上，综合素质评
价B等及以上。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叶
媛媛）2018年海南省初中毕业生学业
水平考试将于6月25日—26日进行，
27日将举行八年级生地考查考试。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教育局了解到，今
年海口参加中考的考生共有23122
名，全市设21个中考考点、781个考
场；参加八年级生地考查的考生共有
26038人，设876个会考考点。

据悉，今年海口市共设置21个
中考考点，分别是：海南中学（初中
部）、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海口

市第一中学（初中部）、海口实验中
学（初中部）、海口市琼山中学（初
中部）、海口市第四中学（初中部）、
海口市长流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
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琼山华侨中
学（初中部）、海口市灵山中学、海
口海港学校、海南白驹学校、海口
市第十四中学、海口市金盘实验学
校、海口市义龙中学、海口市府城
中学、海口市琼山第二中学、海口
市第七中学、海口市第九中学、海
口市第十中学以及海口中学。

三亚4所中职学校
今年计划招生3030人

本报三亚6月20日电 （记者
徐慧玲）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有关部
门获悉，今年三亚中职学校招生工
作日前已正式启动，全市4所中职
学校今年秋季计划招生3030人。
其中，三亚技师学院招2260人、市
中等职业学校招400人、三亚百年
农工子弟学校招50人、三亚海洋职
业技术学校招320人。

三亚4所中等职业学校主要招
生对象以2018年应届初中毕业学
生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子女
为重点，同时把招录往届初中毕业
生、应往届高中毕业生、返乡农民
工、退役士兵等城乡劳动者纳入招
生对象，拓宽中职招生范围。

关注中招高招

省教育厅印发《2020年拟在海南省招生普通高校本科专业选考科目要求》

严禁学校提供固定“套餐”剥夺学生自主选择权

今年中考海口设21个考点
将有23122名考生参加考试

海口6月28日起填报中招志愿
北师大海口附校计划招生50人

“我的海洋梦想”海南省
中小学生绘画大赛启动
优秀作品将参加巡展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韩小雨）省教育厅主办、南海网承办的“我的海
洋梦想”海南省中小学生绘画大赛活动已经拉开
帷幕。该活动将于6月至9月在全省中小学开
展，推动海洋意识教育“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

活动分为绘画大赛、作品巡展两个部分。其
中，绘画大赛作品征集及评比工作将于6月至8
月进行，比赛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同时
开展线下和线上评选活动。

绘画大赛评选结束后，省教育厅、南海网将对
“我的海洋梦想”中小学生绘画大赛前三名获奖作
品进行编辑设计，制成绘画作品展板，在省内选取
10所学校实地举办巡展活动。

根据比赛要求，全省中小学在校生均可报名
参加，画种不限。投稿的作品应围绕“我的海洋梦
想”为主题，内容健康，一人限报一幅。

各市县学校将以学校为单位进行初步的征集和
评选，再向组委会报送优秀作品。作品评选环节，南
海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将开通“我的海洋梦想”中小学
生绘画大赛微信投票通道，供广大网友投票。

活动由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办。

中华慈善总会向万宁4所
学校捐赠图书14800册

本报万城6月20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许
燕蔺）今天上午，中华慈善总会·万宁市慈善总会
爱心图书室捐赠暨揭牌仪式在万宁市第二中学举
行。当天中华慈善总会共为万宁市第二中学、第
三中学、第二小学和万城小学等4所学校捐赠图
书14800册，总计价值40万元。

中华慈善总会是我国最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
之一。“爱心图书室”是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项目之
一，中华慈善总会通过向图书资源匮乏的学校捐赠
学生课外读物，帮助他们丰富知识、开拓视野。

此次中华慈善总会为万宁4所学校共捐赠图
书14800册，每所学校获捐3700册。

文昌锦山“6·19”开枪伤人
案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本报文城6月20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符基明）文昌市公安局今天下午发布警情通报：6
月19日1时55分许，文昌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
称文昌市锦山镇某烧烤摊处有人开枪，一人受
伤。接报后，文昌市公安局立即开展侦查。

经证实，3名蒙面男子分别持1把枪型物和2把
砍刀追赶3名正在吃烧烤的男子，造成云某受伤。

经侦查，黄某（23岁，锦山镇人）、刘某光（22
岁，冯坡镇人）、苏某标（21岁，锦山镇人）有重大
作案嫌疑。20日3时许，文昌市公安局民警在冯
坡镇某村将犯罪嫌疑人刘某光、苏某标抓获，并查
获砍刀、射钉器改制枪型物等。犯罪嫌疑人黄某
已于20日15时许向警方投案自首。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下半年房地产经纪专业
人员资格考试开始报名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孙慧）记者从省
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获悉，2018年下半年房地产
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从6月20日至7月
31日报名，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的人员，需要经
过考试取得房地产人员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目前我省注册在案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已经超
过3092家，房产中介人员上万人。从2016年起，
我省对房地产中介市场进行清理与规范，要求所
有房地产中介机构需在相关部门进行备案方可从
事房地产中介业务，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人员需
参加全国统一的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
试，持证上岗。

据了解，此次职业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
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原则上一年
一次。考试时间为10月20日至10月21日。

第三届海南省学生
“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启动
让每一名师生成为坚定的“宪法卫士”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韩小雨 实习生叶润田）今天下午，海南省教育
系统学习宣传宪法活动暨第三届海南省学生“学宪
法讲宪法”活动在海口正式启动，近千名中小学及
高校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诵读宪法部分条文。

记者从启动仪式上了解到，3月以来，省教育
厅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学习、宣传宪法的
要求，制定了《海南省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宪法学习
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方案》，先后在全省教育系统
内组织开展“宪法进校园”宣讲、“学宪法讲宪法”
比赛、“宪法宣传周”、“宪法晨读”等丰富多彩的主
题活动，范围涵盖全省教育系统领导干部及全省
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的校（园）长、师生，积极引
导广大干部及师生自觉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
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由教育部主办、
全国青少年普法网承办。今年，省教育厅精心策划
了宪法火炬传递、主题演讲比赛、辩论赛、知识竞
赛、宪法晨读等活动，力争将宪法学习覆盖到每一
所学校的每一名师生，力争让每一名学生和教育工
作者都成为坚定的“宪法卫士”。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沙晓峰

“30年前，我来到三亚，当时感觉
这里就是一个小渔村，30年后我又来
到了三亚，三亚变化之大让我惊讶。”
6月 19日晚，在三亚欧非亚国际多
元化文化餐饮酒吧，来自德国的媒体
人希尔克·芒德女士接受记者专访时
表示。

据悉，第二次来到三亚的希尔克·
芒德是应三亚市旅游委的邀请，参加
三亚—德国旅游市场专题推介会。今
年9月，她还将前往德国柏林国际旅
游展，用她30年前拍摄的三亚老照片
和30年后拍摄的三亚新照片，对比展

示三亚30年的沧桑巨变，向欧洲民众
推介三亚。

带着好奇心探访小渔村

“1989年 2月，我专程从德国来
三亚生活了两个月，在海南进行深入
的考察。”坐在酒吧里，戴着一副近视
眼镜、披着一头金发的希尔克·芒德
告诉记者，当时，海南是中国最大的
经济特区，欧洲人对此很好奇。为
了给欧洲人带来有关海南的报道，
当时作为媒体人的希尔克·芒德来
到三亚。

回国后，希尔克·芒德把自己在三

亚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长长的署
名文章发表在德国《世界》杂志上，引
发了读者的关注。希尔克·芒德坦言，
30年前的三亚，基础设施落后，她指
着30年前她拍摄的一张照片告诉记
者，当时，她来到三亚后，以5元人民
币一晚的价格，入住在亚龙湾海边一
间由当地人搭建的草棚里。

“当我第一次骑着自行车穿过三
亚大桥时，看到桥下有一些人住在小
渔船上。”希尔克·芒德说，她的家在德
国北部的沿海城市汉堡，而当时的欧
洲渔民已经驾驶着大型渔船带着大型
的机械设备去外海捕渔了。30年前
在三亚看到渔民的劳动工具后，她才

知道，原来用小船+渔网的方式，也一
样可以捕捞。

小渔村崛起为国际化都市

“此次来到三亚，不仅看到了三亚
变化之大，还有一些新鲜的事物，给
我一种生活在未来世界的体验。”希
尔克·芒德说，在三亚，她第一次用
微信付款，街头随处行驶着环保的
新能源汽车，所有的地方都接通了互
联网……

让希尔克·芒德感到很意外的是，
当年在三亚大桥下的渔船已消失不
见，如今被豪华游艇所替代。当地的

人们都已经住上了楼房，特别是在参
观三亚国际邮轮港时，那里的建筑让
她有一种到了迪拜的感觉。

“三亚30年来的变化，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希尔克·芒德补
充说，“我发现海南三亚已经成长为一
个国际化都市，三亚很多人都会说英
语，我因此也交了许多朋友。”

希尔克·芒德注意到，海南正在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她说，随着新政策陆续出台，海
南经济发展会迎来腾飞，希望10年后
能再来一次三亚，再次感受三亚的成
长。

（本报三亚6月20日电）

德国媒体人希尔克·芒德30年后重访三亚，感叹城市巨变

从小渔村到国际化都市

1989年拍摄的三亚河。希尔克·芒德供图 今日的三亚河，停满了各种游艇。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沙晓峰 摄

按照2018年我省中招《考试守则》要求，中考生应凭《准考证》提
前30分钟进入考场，第一科需提前40分钟

参加八年级会考考试的考生应凭《准考证》提前40分钟进入考场

在考试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考试结束信号发后继续答题的，将
扣当科成绩的 15%

有使用手机等违纪行为，将取消当科成绩

考生请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