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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梁祝》《五女拜寿》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文化惠民活动

2018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主办单位：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演出时间：2018年7月17日、18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 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510元）乙等70元（政府补贴53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55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8年7月11日至7月18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浙江小百花建团大戏
以“青春的名义”重塑经典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建立工程建设监理等信息库的公告
根据业务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有意向与我公司开展长期而稳

定的业务合作的工程建设监理单位，经我公司审核程序后形成信息库。
工程建设监理单位的要求如下：具备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房屋建

筑工程监理甲级及以上资质，同时具有人防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
在人员、设备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并具有有效的《海南省建筑企
业诚信档案手册》等相关材料。所有自愿进入本公司信息库的单位，应
按要求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料，并对其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同时接受和遵
守我公司入库管理相关规定。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7月17日18点。

电话联系我公司，索取《入库申请表》及相关资料，过期不予办理。
另：我公司还将建立工程勘察（甲级及以上）、装修设计（甲级及以

上）、建筑设计（甲级及以上）、装饰装修施工（壹级及以上）、园林设计
（甲级及以上）、基坑设计（甲级及以上）、基坑监测（勘察甲级及以上、测
量甲级及以上）、送变电工程（三级及以上）、房产测绘（丙级及以上）、园
林施工等的信息库，欢迎符合条件的单位踊跃报名。

办公联系电话：66534102、65682173。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1日

海口市坡博坡巷片区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
C-6-14地块规划批前公示启事

海口市坡博坡巷片区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C-6-14地块位于博
巷路西侧, 属坡博坡巷片区棚改范围。项目拟建5栋地上2-31层地
下1层住宅楼（底层裙房为商业），地上面积113737.27m2/地下面积
23835.08m2。因属棚改回迁商品房且受用地条件限制，规划设计方
案中拟建建筑退让道路红线仅能满足海口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旧
城区退线要求；根据日照分析图纸结论，新建建筑住宅部分满足大寒
日1小时标准且不影响既有建筑的日照条件。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
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18年7月11日至7月24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
站（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
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
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4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详细规
划处，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杨苇璇。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11日

华商苑商务大厦项目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海南华商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海口红城湖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用地位于龙昆南路东侧，用地面积为3387.16平方米，拟报1幢地上13
层，地下2层的商业商务办公楼，地上建筑面积10438.24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4196.58平方米，计容面积10160.87平方米。经审查，各项指标
符合府城片区控规C0101地块控规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
众的意见，现按程序将设计方案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
日（2018年7月11日至7月24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
站（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
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计处，邮
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11日

海口市坡博坡巷片区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
C-7-9-1地块规划批前公示启事

海口市坡博坡巷片区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C-7-9-1地块位于
博巷二路北侧, 属坡博坡巷片区棚改范围。项目拟建6栋地上2-
33F/-2F住宅楼（底层裙房为商业），地上面积78340.48m2/地下面积
29255.3m2。因受用地条件限制，规划设计方案中部分拟建建筑退让
北侧用地红线仅能满足海口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最小退线要求，根据
日照分析图纸结论，新建建筑不影响既有建筑的日照条件。为广泛征
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
工作日（2018年7月11日至7月24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
员会网站（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
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
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47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详细规划处，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
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王
雅。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11日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 通讯员武艳琰）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
自今年1月实施“路长制”警务机制
改革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平均接处警
时间由4月份的15.8分钟下降至5月
份的 8.8 分钟，接处警时间降幅达
44.3%，在一些市县的重点路段，接处
警时间从过去的20分钟-30分钟缩
短到3分钟-5分钟，各级公安机关对
社会面的管控能力明显加强。

在实施“路长制”的过程中，各地
公安机关结合本地实际，大胆创新，
探索出了许多新举措、新机制：三亚
组建了具有警民共建特点的飞鹭支
队；陵水组建了警种联动合成的特勤
队；琼海全面实施“路长制”+“地网工
程”模式和警情首接制……有力地强
化了路（街）面巡逻勤务，充分发挥各
警种联勤联动、合成作战效能，真正
做到屯警街面、动中处警，有效提升
了接处警效率。

6月19日，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
北路中国电信数码城一名男子持刀
扬言要报复电信工作人员，接警后，
昌江县公安局立即启动“路长制”勤
务指挥调度，该路段的路长、路管员
仅用时3分钟便到达现场，特警大队
迅速增援，及时将持刀男子制服。6
月26日，万宁市中医院工地一名男子
因被拖欠工资欲跳楼轻生，接警后，万
宁市公安局交警、特警等警种的路长、
路管员仅用时6分钟就到达现场，经

过劝阻，顺利解救了该名男子。
实施“路长制”是提升公安机关

接处警效率的关键；也是警务机制改
革的重要内容。为此，省公安厅“路
长制”办公室制定了警情处置操作指
引、视频督察机制、合成作战工作机
制、警情分析研判机制等7项工作制
度，全面推进“路长制”警务模式下巡
逻管控、指挥调度、警情处置、警种联
动、考核监督等各项警务工作进一步
规范化、制度化。

“路长制”警务机制改革有效提升接处警效率

全省公安机关接处警时间减半

本科提前批第一志愿
投档分数线划定
我省医学免培人才、乡村教师
免培生分数线同天划定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叶润
田）2018年本科提前批第一志愿投
档分数线、海南省2018年农村订单
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人才培养
计划第一志愿投档分数线、2018年
海南师范大学小学乡村教师定向免
培生投档最低控制分数线今天划
定。考生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查看。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叶润
田）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我省2018年
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动员会上获
悉，今年我省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录取工作共分5个批次进行，从7月
10日开始至8月15日结束。

我省今年继续实行“分批次划

线、分批次填报志愿和分批次录取”
的办法。本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
划、本科A批（含地方农村专项计
划、本省高校联合办学专业）实行先
划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后填报志
愿的办法；本科B批、专科提前批和
高职专科批实行先填报志愿后根据
生源情况再划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的办法。
记者还了解到，录取期间，省

考试局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领导
小组内设投档组、网络信息管理
组、录取审查组、计划管理组、宣传
秘书组、纪检监督组、信访组、后
勤组、保卫组和网络信息安全等
工作小组，分别负责录取的有关

具体工作。
录取工作实行岗位责任制和责

任追究制，领导小组成员实行组长
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工作小组实
行组长负责制，组内成员实行岗位
责任制。发生违纪违规行为者或因
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承办人
员直接负责，小组长负领导责任。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视其错误
情节和认识态度，给予个别谈话批
评教育或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按
有关规定处理。负领导责任者，由
录取领导小组的领导对其个别批评
教育，严重失职的要停止岗位工作
并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还要按有
关规定处理。

我省高招录取7月10日至8月15日进行
省考试局成立领导小组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叶润田）
今日起至12日为本科提前批学校录
取时间。其中，艺术类本科“校考”学
校录取时间为7月10日，使用我省
艺术类“省级统考”成绩录取的学校
录取时间为7月11日至12日。国家
专项计划录取学校的录取时间为7
月12日。

在本科提前批录取学校有：军队
（武警）、公安和司法类院校；教育部
直属师范院校的公费生师范专业；招
收外语小语种专业的学校；招收边防
管理专业和侦查学专业的学校；招收
飞行技术专业的学校；招收轮机工程
和航海技术专业的学校；艺术类本科
院校和在艺术类招生的其它本科学
校；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等

安排在本批录取的学校。
省考试局介绍，在本科提前批录

取的军队（武警）院校、公安院校、司
法院校和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录取的
其它学校、艺术类“校考”学校、在专
科提前批录取需面试的学校，实行梯
度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投档比例是
根据考生的志愿顺序、投档成绩和学
校的招生计划数，按照招生计划数的

1：1.2的比例给学校投档（军队院校
按照招生计划数的110%投档）；如
果学校在投档前提出缩小投档比例
（在1：1至1：1.2比例范围内）申请
的，按学校申请的比例投档。投档数
量按四舍五入确定投档人数。

本科提前批学校录取第一天，完
成录取375人，其中文史类103人，
理工类272人。

本科提前批学校录取工作启动
首日完成录取375人

关注高招

日前，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大仍村一名返乡实习大学生和9名高三毕业生自愿参与该村委会扶贫攻坚
工作，帮村委会将贫困户材料归档，进行信息核对并录入电脑。图为高三毕业生在扶贫工作队队员指导下，将
贫困户档案资料录入电脑。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陈家漠 摄

高考过后助力脱贫

三亚强化道路客运市场监督

公众发现问题举报有奖
本报三亚7月10日电 （记者孙婧）今天上

午，《三亚市巡游出租汽车主要违规经营行为举报
奖励办法（试行）》出台并生效，乘出租车遭遇驾驶
员拒载、议价、途中甩客、故意绕道行驶等违规经
营行为的市民、游客，可在48小时内，通过多种渠
道向三亚交通运输部门举报。同一时间出台的
《三亚市非法道路客运经营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试
行）》，则针对各类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
输及出租车客运经营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奖励。

根据举报线索和违法事实证据的详细程度，
举报出租车违规经营行为者，可获得200元-300
元不等的奖励。举报非法道路客运经营行为者，
根据行政处罚金额可获得1000元到3000元人民
币的奖励。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三亚出租车拒载、议
价、中途甩客、绕道行驶等服务质量问题高发。但
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面临着取证难、治理难、执法力
量不足等难题。“我们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道路
客运市场监督，提供更多有效信息，推动建立健全
全社会共治机制，提升出租车经营服务水平。”三
亚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说。

同时，为确保公平性，交通运输部门公务人
员，以及在交通运输管理和执法活动中发现违法
线索的工作人员，不予以奖励。同时，如果交通运
输部门工作人员在受理、办理举报奖励过程中，有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泄露举报人信息的，将被追
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万宁开展爱心助学活动
为贫困大学生和高三毕业生
提供实习岗位

本报万城7月10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裴翠）万宁今天在全市范围
内启动“我用双手挣路费”爱心助学活
动。符合条件的大学生与准大学生可
报名申请实习岗位。

据悉，本次爱心助学活动对象为
万宁市贫困大学生和品学兼优的高三
毕业生，将优先考虑登记在册的精准
扶贫户。

万宁市爱心单位、企业可于7月
20日前向共青团万宁市委报送爱心
岗位。同时，共青团万宁市委会公布
审核合格的岗位。学生可自主选择岗
位申请实习。

7月24日起，贫困大学生和准大
学生可与实习单位签订实习协议。实
习结束后，由实习单位为实习学生提
供1800元—2000元的上学路费。

相关表格可在共青团万宁市委公
共邮箱（账号：tw62222248@163.
com；密码：62228080）自行下载。

海口交警秀英服务站
暂停办公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邓海宁）记者今
天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位于海口综合
保税区汽车小镇内的秀英交通管理服务站，现因
汽车小镇整体装修，于今日起暂停办公。具体恢
复办公时间将另行通知。已经预约的电动自行车
业务可以延后办理。

市民办理交通违章、事故快处等业务，可到美
兰交通管理服务站（海甸岛白沙门公园正门西
侧）、龙华交通管理服务站（渡海路世纪公园北
侧）、琼山交通管理服务站（椰海大道与学院路交
叉口西侧100米处）、海口交警综合服务中心（灵
桂大道106号）。

西环高铁棋子湾站
每天停靠班次增至19个

本报石碌7月10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林建金 何顺彪）自7月1日起，根据旅客流时、流
量、流向等特点，西环高铁大幅调整棋子湾高铁站
停靠班次，由原先每天7个班次增加到19个班
次。经初步统计，10天以来，棋子湾站客流量从
原来每天约400人次增加至约800人次，为昌江
黎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和旅游产业带来一系列“利
好”的同时，也给棋子湾站运营带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与考验。

为此，昌江有关部门现场探讨研究有关问题的
解决方案和措施。目前，该县交通运输局正在根据
高铁到站时间，增加公交接驳班次并优化线路；属地
乌烈镇正在研究制定方案，抓好站前广场停车、环境
卫生、绿化、路灯等管理，积极与县工信局对接，规划
建设电动充电桩，引进企业发展“共享汽车”。

同时，昌江有关部门还将协同做好棋子湾高
铁站周边产业谋划工作，不断促进昌江经济社会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吉利成蝶班”

助贫困生免费上大学
本报三亚7月10日电（记者徐

慧玲）记者今天从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获悉，该校携手吉利控股集团，计划利
用3年的时间推进“吉利成蝶班”助
学、就业扶贫项目。针对报读该校的
海南、浙江、陕西等9个省份建档立卡
贫困户应届高考生、单招生以及中职
生共提供600个“零学费”入学名额。
2018年预计招收200名建档立卡户
贫困学生入学。

据悉，“零学费”入学名额学生就
读期间的学费、住宿费、书本费均由吉
利控股集团资助。受资助学生毕业后
可根据本人意愿到吉利控股集团及下
属企业就业。

同时，此类学生可享受国家“雨露
计划”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