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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招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叶润田）2018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今天划定。考生和
家长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查看。

全省直招士官
预招对象体格复检
将招收60余名男性直招士官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 （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林木养）今天上午，
省征兵办在解放军第187医院体检
中心组织全省120名初检初审合格
的直招士官预招对象进行体格复
检。据悉，今年我省将招收60余名
男性直招士官，专业包括计算机、汽
车制造、通信、建设工程管理、临床
医学、水上运输等。

记者在现场看到，体检工作人
员逐个核实预招对象信息，按编组
引导预招对象进行体检项目检查，
纪检工作人员、省级廉洁征兵监督
员及现场随机抽取的3名家长代表
在现场监督体检。据介绍，体检结
果将于近日在海南省征兵网公示。
下一步，省征兵办将陆续展开专业
审核、档案审查和审批定兵工作，组
织入伍人员自行报到，于8月10日
前到达部队。

今年我省征兵体检继续使用国
防部征兵办公室统一配发的网络版
《全国征兵体检信息化管理系统》，
大幅缩短体检时间、有效提高体检
效率，减少人为干扰因素，真正做到

“一切行为有标准，一切操作有记
录，一切过程可监控，一切差错可追
溯”，切实从源头上把好兵员身心素
质关口。

据悉，今年全省征兵工作即将
全面展开，全省19所高校相继出
台优惠政策，鼓励更多大学生应征
入伍。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雷鸣 实习生叶润田）记
者今天从空军招飞局获悉，2018年
度空军招飞在我省的投档录取工作
已正式结束。据统计，我省18名高

中毕业生被录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飞行学员，全省“出飞”数量较去
年增加3名，实现“三年三连增”。

记者了解到，被录取的18名高
中毕业生，高考成绩全部超过自主招

生分数线。其中，理科生15名、文科
生3名，有2名为黎族考生。

从市县看，海口“出飞”6名，属
全省最多。紧随其后的是儋州3名，
东方2名。万宁此次“出飞”2名，实

现了招飞“零突破”。截至目前，全省
“出飞”市县已达15个，其中，五指山
保持连续4年不间断“出飞”。

从学校看，此次录取的18名考
生来自我省18所普通高中，其中，五

指山市海南农垦实验中学、文昌市文
昌中学、琼海市嘉积中学海桂学校保
持了连续3年不间断“出飞”。

录取考生将于8月2日到空军航
空大学报到。

我省今年“出飞”数量再创新高

空军招飞在琼录取18人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
者单憬岗 通讯员陈益琼）海
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近日
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文章，详
细讲解今年考上大学的学生
如何申请海南省希望工程圆
梦行动助学金的方法和步骤。

据悉，申请表在海南助学网
（www.hizx.org.cn）“ 下 载 中
心”下载；申请表须打印填写，并
到相关部门盖章（村委会或街道

办、高中学校、团市（县）委）；银
行卡须是学生本人开户卡；高中
班主任因事不能签字，请联系其
他科任老师代签。反映家庭生
活贫困照片或相关证明资料包
括住宅正面照、卧室、厨房、低保
证（如有，请提供）、相关贫困证
明等。

申请人可在海南助学网首
页，点击“我要申请”进入注册页
面进行申请。

本报三亚7月13日电（记者徐慧
玲）暑期来临，孩子的看管、辅导成为许
多父母头疼的问题。记者昨天从三亚
市有关部门获悉，近日三亚多个学校启
动免费暑期托管班和夏令营报名活动。

三亚市吉阳区针对贫困家庭子女、
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特殊儿
童群体暑期“看护难”等问题，在吉阳小
学、荔枝沟小学、临春小学、罗蓬小学以
及月川小学5所学校开设免费暑期托
管班。托管时间为7月16日至8月30

日（周一至周五8：30-18：20）。托管班
将开设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作业辅
导，以及手工、音乐、硬笔书法等丰富多
彩的暑期课程。家长可关注“吉阳教
育”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并根据家庭
住址就近选择托管校区。

三亚市天涯区爱心暑托班将于7
月16日在回辉小学开班，目前报名已
截止。此外，三亚天涯区还将举办“瀚
海无垠—仰望星空”“妙手生花，创意
剪纸”等特色公益夏令营。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 （记者
卫小林）今天，2018年少年读书说
暨平安少儿才艺大赛在海口启动。

据介绍，少年读书说将于7月
在我省举办10场比赛，参赛选手
的年龄要求在9岁至16岁之间，以

“我最喜爱的一本书”为主题进行
演讲。比赛还特别设置了捐书环
节，欢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向乡村
少年捐赠图书。

平安少儿才艺大赛邀请8岁以

下的选手参赛，同时还接受两人以
上的团体报名参加。参赛节目和艺
术门类不限。每场比赛均设团体奖
和个人奖（前五名），最终选出50名
选手参加海南赛区决赛。获得海南
赛区冠军的选手可参加在湖南举行
的全国总决赛。

这两项赛事将于本月每周六、周
日在海口进行比赛，琼海、三亚、儋州
的比赛则分别于7月21日、22日、28
日进行。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 （记者良子）今天上
午，2018年海南省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专场招聘
会在海口举行，吸引了近200名残疾人大中专毕
业生参加。

海南航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海南中润世纪
实业有限公司等40多家用人单位为求职者提供
600多个岗位，涉及科技、互联网、农业，制药、物
业、酒店、房地产、贸易、石油化工、零售、服务等行
业，包括网络服务、管理、文职、信息系统操作、营
销、设计制作、后勤管理等部门。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
现有残疾人50万人，其中具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约16万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省
实现就业残疾人约92979人（其中城镇5101人、
农村87878人），就业率为58%。残疾人大中专
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不尽如人意。据统计，近三
年我省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共365人，已实现就
业145人，就业率不足40%。今年毕业的残疾人
大学生有140名。

定安新增11名镇纪委
专职纪检监察干部

本报定城7月13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李
文和）记者今天从定安县纪委获悉，该县近日在
10个镇纪委新增专职纪检监察干部11名，切实
解决镇纪委监督力量薄弱的突出问题，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7月12日，定安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关
于各镇纪律检查委员会配备专职纪检监察干部的
通知》，明确在10个镇纪委再配备专职纪检监察
干部11名，其中定城镇纪委再配备2名，新竹镇
纪委等9个镇纪委分别再配备1名。

目前，全县10个镇纪委共配备专职纪检监察
干部31名，每个乡镇均有3名以上专职纪检监察
干部，以及3名兼职纪委委员。

下一步，定安县纪委县监委还将采取全员培
训、分批培训、跟班学习、参与专项工作等措施，实
施全覆盖、多形式、高质量的培训学习和实践锻
炼，提升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审查调查能力，增强基
层监督力量。

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

三亚4家单位被通报
本报三亚7月13日电 （记者徐慧玲 通讯

员谭云钊）记者今天从三亚市纪委获悉，三亚
市委近日对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
问题的天涯区委、崖州区委、市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党组、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进行全市通
报批评。

据悉，2017年，三亚市天涯区、崖州区、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残疾人联合会4家单
位多名党员干部因违纪违法问题被三亚市纪委
立案查处。三亚市纪委对照《中共三亚市委关
于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实
施细则》，倒查上述4家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的不足，发现主要存在问题为：一是对三亚市纪
委通报违纪问题和违纪人员的文件传达学习不
全面、不深入；二是未对半年或全年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进行研究总结；三是部分班子成员未在
民主生活会上对分管人员的违纪问题作出说
明、剖析，并提出整改措施；四是组织全体党员
干部开展先进典型示范教育和反面典型警示教
育不够；五是部分班子成员全年未开展日常谈
话提醒等。

此外，三亚市崖州区委未召开专题会议对
邢增盛、陈斌等多人侵占国有资产案件进行研
究、剖析，且没有以案说纪、在全区开展专题警
示教育，是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的
体现。

东方市委原常委
张渊被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 （记者金昌波）记者
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7月12日，中共东方市委
原常委、八所镇委原书记张渊涉嫌受贿罪一案，
经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交办，由海南省人民检察
院第二分院依法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张渊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张渊，听取
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渊利用担任中共东
方市东河镇委书记、东方市水务局局长、中共东方
市委常委兼八所镇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划定

教你如何申请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

三亚暑期托管班
帮你免费带娃

我省举办残疾人毕业生
专场招聘会
40多家单位提供600多个岗位

7月13日，省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专场招聘
会现场，不少人前来咨询应聘。

本报记者 良子 摄

7月12日，琼海市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在游泳馆学习游泳。省教育部门决定，2018年暑期开展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
“暑假作业”活动，加快推进中小学生“学游泳、防溺水、懂救生”系统教育工程。近日，琼海市首个校园游泳馆在琼海市实验
小学建成投入使用，一批小学生免费在此参加游泳培训。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琼海小学生
泳池里“做作业”

少年读书说
暨平安少儿才艺大赛开赛

海口海关办理
海南首票电子汇总
征税保函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辜振成）今天，海口海关成功
接收了由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为海南
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开出的电子汇总
征税保函并办理电子担保备案手续。
电子汇总征税保函的推出，实现了“数
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是海关优化税
收服务、改善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

电子汇总征税保函是通过海关、人
民银行、商业银行之间系统直连互通，
进行担保数据信息电子化传输，实现海
关对担保备案、变更、撤销、担保额度扣
减和返还、索偿等业务的电子化作业。
所有海关注册登记企业均可适用汇总
征税模式（“失信企业”除外）。企业于
每月第5个工作日结束前完成上月应
纳税款缴纳汇总电子支付。税款缴库
后，企业担保额度自动恢复。

据海口海关关税处处长孔建明
介绍，电子汇总征税保函是在“先放
行后征税、汇总缴税”新型集约化征
税模式下的新型税款担保，具有五大
优势：一是担保放行，缩短通关时间；
二是汇总支付，节约资金成本；三是
全国通用，满足通关需求；四是循环
额度，简化办理手续；五是纳税便利，
每月集中缴税。

目前，中国银行作为电子汇总征
税保函的首家承办银行，将持续加强
与海关的全方位合作，助力进出口企
业领先优享海关政策红利。

五指山首家
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揭牌运营

本报五指山7月13日电（记者贾
磊 通讯员董国豪）日前，五指山市首
家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揭牌运营。

该中心不仅承担着为企业提供电
商服务对接、电商人才培训输送等职
能，还为水满茶、黎锦、五指山土蜂蜜、
百香果、高山有机茶、忧遁草、铁皮石
斛等五指山特色产品提供展示区。

据了解，五指山将以电子商务协
会和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为依托，
为电商企业打造咨询、辅导、对接、宣
传、培训、孵化的一站式平台。

咨询热线：65357770、65320239

部分海南院校投档分数线
科类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计划数 投档数 专业成绩投档最低分
器乐 2134 海南大学 6 6 190.9
器乐 2136 海南师范大学 7 7 200.0
器乐 2139 海口经济学院 29 5 136.1
器乐 2144 琼台师范学院 8 8 177.6
舞蹈 2134 海南大学 13 13 188.8
舞蹈 2135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8 8 182.3
舞蹈 2136 海南师范大学 16 16 191.9
舞蹈 2139 海口经济学院 17 11 167.3
舞蹈 2147 三亚学院 5 5 175.7

主持与播音 2139 海口经济学院 28 3 163.0
书法 2136 海南师范大学 2 2 225.7
书法 2144 琼台师范学院 8 8 202.9

申请时间：7月10日至8月10日

申请条件：今年被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A、B批大
学生；须有海南省户籍；父母均为农村或城市低收入群体，
家庭年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遵纪守法，品学兼优；没有
获得其他机构3000元以上（含3000元）奖学金或助学金。

申请材料：学生本人身份证正面、反面扫描件；录取
通知书扫描件；高考成绩截图；申请表扫描件；反映家庭
生活贫困照片或相关证明资料；高中期间所获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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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类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计划数 投档数 专业成绩投档最低分
美术类 2134 海南大学 6 6 213.8
美术类 2135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14 14 190.0
美术类 2136 海南师范大学 13 13 200.8
美术类 2139 海口经济学院 59 49 167.2
美术类 2144 琼台师范学院 38 38 188.8
美术类 2147 三亚学院 20 20 175.0
声乐 2134 海南大学 4 4 213.6
声乐 2135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18 18 185.8
声乐 2136 海南师范大学 7 7 206.3
声乐 2139 海口经济学院 18 1 180.9
声乐 2144 琼台师范学院 24 24 1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