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1分儋州市两院中学（面向儋州市）

707分文昌中学
643分文昌市华侨中学
701分琼海嘉积中学

678分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市第一中学
541分儋州市八一中学

海口：730分
三亚：740分
儋州：711分
文昌：701分

琼海：732分
万宁：704分
五指山：701分
东方：714分

定安：720分
屯昌：719分
澄迈：719分
临高：717分

昌江：715分
乐东：713分
陵水：717分
白沙：719分

保亭：701分
琼中：720分
洋浦：706分
外省籍：731分

少数民族生：640分 汉族生：672分

全省统招生：692分

全省统招生：639分

全省统招生：680分

全省统招生：571分

三亚：715分
儋州：710分
文昌：690分

琼海：722分
万宁：712分
五指山：690分

东方：699分
定安：720分
屯昌：703分

澄迈：719分
临高：716分
昌江：690分

乐东：716分
陵水：698分
白沙：700分

保亭：662分
琼中：685分
洋浦：700分

注：面向海口市分数线由海口市教育局划定后另行公布。

注：面向儋州市分数线由儋州市教育局划定后另行公布

海南中学
（按户籍分别划定）

海南省国兴中学

海南省农垦中学

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附属中学

海南华侨中学
（按户籍分别划定）

儋州市两院中学

面向全省招生的普通高中第一批次第一段录取分数线

部分省一级普通高中面向本市县第一段录取分数线

本市户籍考生（含港澳台籍和三侨生）：727分 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生：727分海南华侨中学
本市户籍考生（含港澳台籍和三侨生）：713分 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生：724分海口市第一中学
本市户籍考生（含港澳台籍和三侨生）：654分 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生：687分海口实验中学
本市户籍考生（含港澳台籍和三侨生）：671分 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生：680分海口琼山中学

海口市第四中学
本省户籍考生：678分 外省户籍考生：679分 少数民族班：624分三亚市第一中学

少数民族生 492分 汉族生 493分乐东中学

关注中招

制图/张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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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召开“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专题活动动员大会

党委为敢于担当负责
干部撑腰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 （记者李关平 欧英
才 实习生吴金烽）今天，海垦控股集团召开“在建
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
践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动员大会。会
上提出把专题活动作为展示党员领导干部工作能
力的平台、锤炼党性的“考场”，集团党委要为敢于
担当、敢于负责的党员领导干部撑腰。

开展专题活动的时间为7月底至今年年底，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提
高政治站位，坚决防止空喊口号、纸上谈兵，要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带头担当作为，
推进改革发展。

为了让专题活动不走过场，海垦控股集团党
委列出了11个方面的活动内容：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筑牢“带头担当作为，推进
改革发展”的理念；用特区精神和农垦精神，激励
垦区党员干部“带头担当作为，推进改革发展”；全
面实施“八八”战略，着力打造海南经济新的增长
极和国家热带现代农业示范区；加强土地规范运
营，提升垦区土地效益；积极履行农垦企业产业扶
贫责任；坚持市场化方向，着力破除体制机制弊
端；狠抓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确保省委和集团党委
2018年重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深入开展百日大
招商（项目）活动；实施人才强垦行动计划；落实信
访维稳、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责任制；持之以恒正
风肃纪等。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表示，
专题活动要抓出实效，必须打牢“学习”这个基础，
在“学懂”上下功夫；必须突出“创新”这个核心，要
创新方式，把发现问题作为切入点，把解决问题作
为落脚点；必须抓住“干事”这个关键，真正“干”出
党员样子。同时，要实行一把手问责制，坚决防止
空喊口号、应付了事等不作为的情况发生。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蔡璐祎）记者今天从海
口市菜篮子集团获悉，近段时间，海
口采取多项举措解决农贸市场菜篮
子公益摊位数量不足、位置不显眼
的问题。截至目前，菜篮子公益摊
位已入驻海口48家农贸市场，菜篮
子公益摊位营业时间延长半个小
时，由原来上午5：30-11：00延长至

11：30；下午营业时间不变，仍为
16：30-19：00。

据了解，海口菜篮子公益摊位销
售的蔬菜品种有10种“基本菜”（省
物价局调控品种蔬菜）和“一元菜”等
平价菜，其中10种基本菜零售价格
低于市场平均价15%。

为便于市民找到菜篮子公益摊
位所在位置，海口菜篮子集团已在各

农贸市场入口处张贴本市场内菜篮
子公益摊位的编号，并在市场内的主
过道上方悬挂了指示牌。公益摊位
周边贴挂“一元菜专区”、菜篮子蔬菜
销售价格公示牌和关于平价菜品种
及数量限购的“温馨提示”，并提供椰
城市民云、小菜侠APP、菜篮子集团
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供市民扫码关
注，方便市民了解每日平价菜价格、

品种等动态信息。
海口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集
团日前开展了两期末端网点销售人
员培训活动，近290名销售人员参加
培训。下一步菜篮子集团将继续加
大10种“基本菜”和“一元菜”的供应
力度，并不断丰富“一元菜”的品种，
满足群众的刚性需求。

海口菜篮子公益摊位已进驻48家农贸市场
每天营业时间延长半小时

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

专题

我省10名优秀企业家、40家优秀企业获表彰

第九届海南省优秀企业家（10位） 第九届海南省优秀企业（40家）

企业家

蒋会成

王光兴

刘文民

张敬奎

杨惠明

徐自力

朱 林

刘汉惜

楼 金

周勤富

单位名称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华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职务

董事长

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董事长

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长

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华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石油太平洋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太平洋石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京润珍珠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海景乐园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海南省洋浦开发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昌茂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海韵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精神，进一步弘扬优秀

企业家顽强拼搏、创新创业、奉献社会精神，激励广

大企业和企业家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25日，海南省企业联合会、

海南省企业家协会、海南省总工会召开2018年海

南企业家年会暨第九届海南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

家表彰大会，授予蒋会成、王光兴等10位企业家“海

南省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授予海南电网等40家

企业“海南省优秀企业”荣誉称号。

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协会执行

会长冷明权介绍，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一

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一大批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为积累社会财

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

协会成立28年来，在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的亲

切关怀和指导下，秉承“为海南经济建设服务，为

企业和企业家服务”的宗旨，坚持“办负责任的协

会，当负责任的企协人”的办会理念，积极发挥服

务企业、引领行业、协助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作

用，充分发挥企业与政府、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

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

法权益，反映企业家意愿，推进企业家队伍建设，

改善海南营商环境，加强信用建设等方面开展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创建了多项受企业和企业

家欢迎，符合时代要求的品牌活动，从2006年以

来连续12年的海南100强企业排序与发布活动；

每两年一届的海南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评选与

表彰活动；海南企业家活动日等活动，得到各界的

积极肯定和高度称赞。

“‘双优评选’弘扬了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搭

建企业家交流平台，提升了企业家的社会地位。”

同时获优秀企业家和优秀企业表彰的海南美亚

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朱林说，本次参评企业都是

我省具有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获奖企业和企

业家经评选机构多方遴选、考察，表彰优秀是对

企业家积极探索企业发展，苦练内功，开拓创新

的褒奖和认可，对于带动我省企业转型发展将起

到积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评选

活动树立了海南企业的先进典型和榜样，展现和推

广了优秀企业及企业家的成就和良好实践经验，将

对新时代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参与海南优秀企

业评选活动，对提升公司的知名度有着积极作用，展

示了海南核电的良好企业形象，更重要的是揭开核

能的神秘面纱，向社会各界介绍了核安全文化，增强

了核电企业与公众的沟通和了解，为后续核电发展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本次活动也为我

们向其他优秀企业学习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会。

临高启动不文明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临城7月25日电（记者刘梦晓 特约记
者吴孝俊）今天上午，临高启动“向不文明行为宣
战，做文明有礼的临高人”专项整治行动暨县城主
要街道集中整治活动。

据悉，临高从即日起至今年年底，将从文明礼
仪、交通秩序、公共环境、公共设施、文明校园5个
方面，在全县广泛开展“向不文明行为宣战，做文
明有礼的临高人”专项整治行动，并同步开展临城
镇主要街道集中整治活动，迅速掀起文明大行动
和“双创”工作齐抓共管、合力攻坚的热潮，通过开
展专项整治，使各类“脏、乱、差”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各类不文明行为明显减少，提高市民素质，改
善市容市貌，确保文明大行动和“双创”工作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由临高县社会文明大行
动工作领导小组、临高县“双创”工作指挥部组
织开展。

龙泉集团向文昌
东路镇捐赠20万元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傅
人意 通讯员汤昌琦）今天，龙泉集
团宣布向文昌市东路镇人民政府捐
赠 20 万元作为精准扶贫及教育基
金款项。

龙泉集团董事长符史钦介绍，龙泉
集团历来重视履行社会责任，25年来集
团累计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逾千万元。
据了解，龙泉集团创建于1993年。创业
25年来，龙泉集团不断延伸餐饮业产业
链，从一个小店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0
多家连锁企业的大型企业集团。

菜篮子公益摊位新进驻的5家农贸市场 海垦集贸市场 西庙农贸市场 坡博农贸市场 沿江三西路农贸市场 龙华市场

本报海口 7月 25 日
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韩小雨）今天下午，省中
招办公布面向全省招生的
普通高中第一批次第一段
录取分数线。晚上，省中
招办公布部分省一级普通
高中面向本市县第一段录
取分数线。据悉，还有万
宁中学、北京师范大学万
宁附属中学、澄迈中学、洋
浦中学尚未划定面向本市
县（经济开发区）第一段录
取分数线。

中招第一批次第一段录取分数线公布
部分省一级高中面向本市县第一段录取分数线同日划定

本市户籍考生（含港澳台籍和三侨生）：666分 注：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生分数线在第二批次公布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全省统招生：508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