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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海南分公司举办
民航安全宣传活动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钟维明）6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南航海南分公司
全国青年文明号“含笑”乘务组近日在CZ6651武
汉至长春航班上开展民航安全宣传活动，向乘客
普及安全乘坐飞机的注意事项及航空运输相关安
全规定。

主题为“生命至上，安全出行”的活动得到了
乘客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活动当天，南航乘务员
为旅客们详细介绍了机上飞行模式的使用，以及
充电宝等锂电池的管理注意事项，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向旅客详细讲解航空安全限制管理规定。

通过安全知识问答活动，旅客们进一步了解
安全急救、安全演示录像、安全检查、机上火灾、机
上释压、紧急出口等内容，也更加懂得做好乘机安
全准备及配合乘务员的工作就是在保护自己、保
护他人。

打造1小时旅游圈

昌江将建旅游公路
全长约16公里

本报石碌6月27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
记者林朱辉）记者今天从昌江黎族自治县交通运
输局获悉，该县正在规划建设昌化江旅游公路，
项目建成后不仅可以提高县乡道公路的安全性
和通行能力，还将带动项目沿线叉河、十月田、
乌烈、昌化等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打造“山
海互动、蓝绿相映的昌江1小时旅游圈”具有重
要意义。

据悉，为推动昌江旅游业发展，加快完善旅
游基础设施，连日来，昌江政协调研组先后来到
乌烈镇长塘村、十月田镇姜园村、叉霸旅游公路
和昌化江畔木棉红观景台等地进行调研，仔细查
看昌化江旅游公路路线图方案，认真听取项目情
况汇报，还对昌化江旅游公路拟建线路进行现场
勘察等。

按照规划，昌化江旅游公路起点位于叉河互
通立交，大致为东西走向，起点往东接叉河至霸王
岭旅游公路，沿线途经叉河、十月田、乌烈、昌化等
4个乡镇，终点至大风村与省道S311线相交，路
线全长为16.449公里。目前，昌江相关部门正在
扎实做好开建该旅游公路的前期工作。

三亚房地产交易中心
推出网络预约服务
规范二手房交易市场

本报三亚6月27日电（记者林诗婷）二手房
交易涉及繁琐的资料提交、办理手续，如何提升行
业服务水平？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房地产交易中心
获悉，该中心于日前推出网络预约平台，可实现线
上预约、上传资料等功能，百姓足不出户即可提前
办理房地产交易相关服务，进一步提升政务效率，
简化办事流程，规范行业监管。

据悉，此次新推出的网络预约服务主要针对
二手房交易市场，市民游客通过关注“房+”微信
公众号，进行注册登录、信息录入、材料上传、提交
预约等步骤，即可在线完成申请二手房交易相关
服务，操作流程简化，网上预约过程不超过5分
钟。预约成功后，申请人会收到短信提示，届时仅
需带上身份证件及相关资料到达三亚市房地产交
易中心办理业务即可。此外，网上预约采用实名
制，预约人需为买卖双方或相关当事人，通过互联
网手段进一步规范行业监管。

此外，三亚通过加强网络监管，规避中介机构
随意占号注册等不良行为。根据规定，申请人未
按预约时间到达办事大厅办理业务将视为“失
约”，将被纳入到“失信名单”，预约登记的手机号
未来7天内不能再预约；累计失约2次，未来30天
内不能再预约；累计失约3次，该手机号不能再预
约。申请人如无法到交易中心办理业务，需在预
约日的前一个工作日零点前取消。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生叶润田）6
月28日至7月6日12时为我省中考
考生填报志愿时间。招生志愿设提
前批、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4个批
次（统一出档录取），以及民办高中、
中职学校2类单设志愿（志愿信息提
供给学校自主录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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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今年全省共有101770
人参加中考，比去年减少1240人，但
普通高中招生计划60590个，比去年

增加3864个；中职招生计划目前已
核定公布45235个，最终预计达到
5.2万个左右，比去年的5.1万个也有
所增长；五年制高职高专招生计划
1570个，比去年1750个减少180个。

学籍所在市县（含洋浦，下同）与
户籍所在市县不一致的本省户籍考
生在填报志愿时，可以选择以学籍地
身份或户籍地身份填报普通高中志
愿。选择以学籍地身份填报的，可以
填报相应户籍地考生所能填报的学
校（其中海口公办高中学校计划单
列），但不能填报第一批次海南中学

的计划和海南华侨中学分解到除海
口外的各市县的计划。

选择以户籍地身份填报的，则无
上述限制。

学籍在我省市县的外省户籍考生
可以填报的普通高中志愿有：提前批
的海南中学中英课程实验班、海南华
侨中学中美合作实验班和中英国际
班。而在第一、二、三批次可以选择
以学籍地的身份相应填报省教育厅直
属中学、各高校附属中学、民办公费生
计划以及各市县所属的公办高中学
校。其中，海南中学、海口市属学校、

三亚市属学校计划单列；三亚、万宁执
行“三个三”条件和“双九”条件；儋州
要求初中三年均在本市就读。单设
的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则任选填报。

学籍在我省市县，但户籍不在我
省的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学生和港
澳台籍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可以视学
籍地为户籍所在地，享受相应户籍地
考生的待遇，但不能填报第一批次的
海南华侨中学分解到各市县（不含海
口）的计划。填报第一批次的海南中
学是该校分配给外省户籍的计划。

外国籍考生可以填报具有接收

资格的学校，即海南中学中英高中
课程实验班、海南华侨中学中美合
作实验班、中英国际班以及“非海口
户籍海口学籍”的单列计划、海南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海口景山学校、海
南枫叶国际学校、海口中学、海口昌
茂花园学校。

在省教育厅直属中学、各高校附
属中学有学籍的考生，按属地原则可
以视为具有学校所在地的市县的学
籍。三沙市户籍的考生在填报志愿
等方面可以视学籍地为户籍所在地，
享受相应户籍地考生的待遇。

我省中考考生今起填报志愿
高中招生计划和中职招生计划均较去年有所增加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我省本科提前批
志愿填报工作今天进行，意味着高招
录取环节各项工作正式启动。省考试
局今天公布了高考录取期间各市县招
生办值班电话，供广大考生及家长拨
打咨询。各地电话可登录省考试局网
站查看。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李
磊 通讯员阳志华）记者今日从省军
区招生办获悉，7月2日至3日，省军
区招生办将统一组织报考军队院校
的考生在解放军第187医院进行面
试和体检。

据悉，面试和体检分两批进行，

7月2日组织第一志愿报考国防科技
大学、陆军军事交通学院、陆军勤务
学院、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武警工程大学、武警
警官学院、武警特种警察学院8所院
校的考生参加；7月3日组织第一志
愿报考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

学院、海军航空大学、海军军医大学
4所院校的考生参加。

省军区招生办提醒，参检人员名
单将于6月 30日在省考试局网站
（http://ea.hainan.gov.cn）公布，请
广大考生及家长及时跟踪掌握。面
试体检7时30分开始，请考生携带

本人身份证、准考证、黑色墨水笔、近
期1寸蓝底免冠正面照片3张到187
医院肿瘤研究中心报到参检。省军
区招生办特别提醒，未完成政治考核
的考生请抓紧时间完成考核，截止日
期为6月29日12时，逾期未完成者不
得参加面试体检，无法被军校录取。

报考军队院校考生别错过政审面试和体检
政治考核截止到6月29日12时，逾期未完成者不得参加面试体检

我省公布各市县高考招生办值班电话
供广大考生及家长拨打咨询

海口 66293120
三亚 88657851
五指山 86623364
洋浦 28836653
文昌 63229549
琼海 62822775

万宁 62229290
屯昌 67811340
定安 63831880
澄迈 67620680
临高 28274176
儋州 23380801

保亭 83661006
琼中 86221946
白沙 27727032
陵水 83314103
昌江 26627600
乐东 85523409
东方 25515862

海口滨涯幼儿园
移交龙华区管理
秋季招生提供270多个学位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郭
萃 特约记者刘伟）今天上午，海口市
滨涯幼儿园正式移交至龙华区政府。
据了解，滨涯幼儿园的移交，增加了滨
涯片区学前教育的普惠性资源，缓解
了滨涯片区幼儿“入公办园难”“入园
贵”的问题。

海口市滨涯幼儿园位于海瑞后
路，占地面积 2500 平方米，建筑面
积2162平方米，可容纳9个教学班，
接纳学生 270 人，为满足教育教学
需要，幼儿园内配备了多媒体教学
设备，图书阅览室、手工课教室、舞
蹈教室、科学馆等各种软硬件设
施。该幼儿园预计将于 2018 年秋
季开始面向社会招生，目前园内正
在筹备配齐配足幼教人员，与海口
市各公立幼儿园 2018 年秋季招生
工作同步进行，相关信息会及时通
过网站和媒体发布，家长们可以留
意网上信息。

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负责人介
绍，滨涯幼儿园是该区的第七家公办
幼儿园，也是落实海口市启动“一校两
园”工程，第一家落地的幼儿园。

海口新添
一所公立幼儿园
预计下半年开学，可提供
180个学位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叶
媛媛）记者今日从海口市琼山区教育
局获悉，被列入2018年琼山区“一校
两园”建设项目之一的铁桥幼儿园将
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开学，预计幼儿园
可招收幼儿180名，这将一定程度上
缓解琼山区学前教育压力，有效促进
海口教育事业发展。

琼山铁桥幼儿园位于现琼山第九
小学周边，学校建成后的服务区域为
滨江街道铁桥片区。铁桥幼儿园建成
后将作为公立幼儿园开放办学，据悉，
该园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建筑面积
为2000平方米，将拟建设6个班级招
收180名幼儿。

海南中学今天举办
中考招生开放日
考生及家长可到校参观咨询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记者近日从
海南中学了解到，为让更多的优秀
初中毕业生了解该校的办学理念、
办学目标、办学特色，海南中学定于
6月28日上午在学校高中部举办
中考招生开放日活动，诚邀我省
2018届优秀初中毕业生及其家长
来校参观。

届时，海南中学领导、名师及高
年级学生将与大家进行面对面交
流，为大家介绍海中的育人环境和
教育教学特色。招生老师也将就报
考海中高中相关事宜提供咨询服
务，为优秀考生圆“海中之梦”答疑
解惑。

开放日活动内容安排如下：上
午9时至9时30分为学校办学理
念、办学特色介绍时间；9时30分
至10时为招生政策解读时间；10
时至11时为名师面对面时间；11
时至12时为参观校园，感受海中
学子的科技、体育、艺术、社团活动
时间。

关注中高招 文昌公开招聘教师221名
报名时间为7月6日—8日

本报文城6月27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记者今天从文昌市政府获悉，为优化城
乡教师队伍结构和学科教师的合理配置，文昌今
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221名，其中，中学教师
31名，小学教师90名，幼儿园教师100名。

中学教师招聘对象需具有初级中学及以上教
师资格、本科及以上学历；小学教师招聘对象需具
有小学及以上教师资格、大专及以上学历；幼儿园
教师招聘对象需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大专及以
上学历。年龄限35岁以下（即1983年7月1日后
出生）。服务期未满的特岗教师及我省在编教师
不得报考。

应聘采用现场报名方式进行，报名时间为7
月6日—8日；报名地点：文昌市实验高级中学（文
昌市文城镇云逸路一里19号）。

报名者需提供：文昌市教师招聘报名登记表；
身份证、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书等（验原件收复
印件）；户籍所在地计生部门提供的计划生育证明
（非计生部门提供无效）；外省在编人员应聘的，所
在单位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近期免冠
同底2寸彩色相片2张。今年将毕业的大学应届
毕业生，报名时如果还没有领取毕业证和教师资
格证，可以先提供学校相关证明材料报名，待领取
证书后再及时补交。

招聘过程接受社会监督，举报电话：63330871
（文昌市纪委信访室），63227892（文昌市教育
局监察室）；咨询电话：63220821（文昌市教育局
人事室）。

6月27日，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博
巷路3号附近有两栋大楼同时发生
“火灾”，呼啸而来的消防车引起了许多
市民的关注。其实，这是海南消防总
队开展的火灾实验和灭火救援实训。

此次燃烧实验以电动自行车在
楼内起火燃烧，对楼内防火设施设备
以及实体房可燃物等进行了测试实
验。经测试发现，电动自行车燃烧后
具有火灾和烟气蔓延速度快、途径

多，烟气浓度高、毒性大，热辐射强度
高等火灾危险性大的特点。

海南消防总队提醒广大居民，不
要将电动车停在楼道内，不要随意私
拉乱接充电。如第一时间发现电动

车起火，千万不要惊慌，迅速找干粉
灭火器直接扑灭。如火势较大，浓烟
堵塞通道，居民需尽快回到屋内，关
好门，并用毛巾等堵住门缝，防止烟
气进入。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电动车楼道着火多可怕？海南消防实训告诉你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良
子）记者近日从省禁毒办了解到，禁
毒三年大会战期间，我省严查涉毒
娱乐场所。截至今年6月5日，执行

“一次性死亡”和取缔证照不齐的涉
毒娱乐场所27家，责令停业整顿涉
毒娱乐场所73家。

娱乐场所是毒品蔓延的重要途
径和主要温床。据了解，禁毒三年
大会战开展期间，我省狠抓“严整”
工程，统筹运用整治涉毒场所、预防
教育等手段遏制吸毒贩毒增量。我

省对涉毒场所出重拳、下狠手，坚决
执行“一次性死亡”，依法停业整顿
直至吊销营业证照。公安、工商、文
体通过集中清查、明察暗访和联合
巡查，重拳整治涉毒娱乐场所。
2016年 11月开展大会战至今年6
月5日，全省共清查娱乐场所34898
家次，执行“一次性死亡”和取缔证
照不齐的涉毒娱乐场所27家，责令
停业整顿涉毒娱乐场所73家，实现
了巡查100%覆盖、涉毒娱乐场所减
少90%的工作目标。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邓
海宁 叶媛媛 通讯员宋研）近日，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海口市琼山
区人民法院在海口市云龙镇开展

“6.26”禁毒宣传活动，并对8起毒品
案件进行公开宣判，对2名毒品罪
犯执行死刑。

在公开宣判大会上，海口中院
依法对2宗毒品犯罪案件进行了一
审宣判，被告人施良策等11人分别
被判处死刑、死缓、有期徒刑，同时
对犯贩卖毒品罪的才立群，犯贩卖、

运输毒品罪的黄镇业宣布最高法院
执行死刑的命令，押赴刑场执行死
刑。琼山法院依法对毒品犯罪案件
被告人姚春华等6人6案进行一审
宣判，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
十一年不等的刑罚。

海口中院和琼山法院在现场还通
过悬挂宣传横幅、张贴标语、摆放禁毒
知识图文展板、发放禁毒宣传单等方
式，向市民宣传禁毒相关法律法规和
毒品危害的相关知识，并开展法律咨
询，解答市民提出的禁毒方面的问题。

掀起禁毒新高潮

禁毒三年大会战期间：

我省取缔或责令停业整顿
100家涉毒娱乐场所

海口两级法院公开宣判
8起毒品犯罪案件
2名毒品罪犯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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