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系统（生
源地）：http：//www.csls.cdb.com.cn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593

海南省学校后勤与学生资助管理
办公室电话：0898-66529459

常用网址及热线电话

一、海南华侨中学 面向本市户籍（含港澳
台籍和三侨生）以及面向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
均为 724分

二、海口市第一中学 710分
三、海口实验中学 671分
四、海口市琼山中学692分
五、三亚市第一中学673分
六、南开大学附中儋州市第一中学674分
七、儋州市两院中学526分
八、文昌中学 701分
九、琼海市嘉积中学695分
十、万宁中学644分
十一、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696分
十二、澄迈中学587分
十三、乐东中学490分
十四、洋浦中学440分

注：以上分数线均已含省定优
惠政策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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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翁滔

“苏大爷，您的身体最近还好
吧？”“刘大哥，你家猪的病不能耽搁，
上次给你联系的那个兽医，你再去找
找他。”7月27日，在临高县波莲镇带
昆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学萍在走回村
委会办公室的路上，一路跟碰面的村
民唠家常。

“她喜欢在村里走走看看，跟村
民打成一片，村里的人都叫她‘小王
书记’。”临高县民宗局包点干部陈小
君说。

王学萍是临高县热作中心生产股
股长，去年3月被选派到波莲镇带昆村
担任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从
驻村的第一天起，王学萍就把熟悉情
况、摸清家底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步。

经过近一个月的走访，王学萍的
脚步遍及带昆村下辖的 9 个自然
村。她了解到带昆村耕地面积少、人
口多、底子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经
济发展门路不多等情况。

怎样才能让乡亲们脱贫致富？
如何才能确保乡亲们永续脱贫？王
学萍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她经过多次考察、策划，敲定了澳洲

淡水小龙虾与蓝莲花共生示范区项
目、菊花种植基地项目、万头养猪场项
目这“三大产业扶贫”项目。经过与村

“两委”商议、分析、走访，三大产业项
目均在带昆村美鳌村民小组落地。

王学萍告诉记者，澳洲淡水小龙
虾与蓝莲花共生示范区项目投资600
多万元，一期已建成蓝莲花与澳洲淡
水龙虾共生示范区18亩。目前，3000
平方米的澳洲淡水龙虾与有机水培果
蔬繁育实验场也正式投产。带昆村
353户共1650人贫困户的产业扶持资
金132万元，已经委托给海南海小龙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养殖小龙虾，
今年底能获得分红13.2万元。

“现在能在澳洲淡水小龙虾与蓝
莲花共生示范区项目打工，这还要感
谢‘小王书记’的引荐。”贫困户王海
高对记者说，现在他和妻子都在示范
区打工，每个月共有工资收入4500
元，可以负担两个孩子读大学的费用。

此外，“芳香产业”菊花种植基地
主要种植高山香菊，已开发145亩菊
花种植基地。目前，菊花长势喜人，
预计每亩年产值约1万元。

“奔跑产业”万头养猪场项目预
计年出栏生猪7000头，可带动贫困

户18户73人脱贫。养猪场采用全
自动化生猪饲养供应系统和生态污
水处理设备进行养猪，有机质肥料
可提供村民种植蔬菜水果等，沼气
可以入户照明、烧水做饭，让村民得
到实惠。

王学萍在带动村民脱贫之外，还
致力解民忧。

在一次进村走访中，王学萍发

现，道显村有个农用水塔，由于水压
低，无法提供正常的水压，造成农户
无法正常饮水；才星村有20几户农
户没有连接自来水管；昆茶村大多数
主管爆裂，导致全村无法正常饮水。
她把村民的饮水问题放在心里，并反
映到上级部门。临高县水务局得知
情况后，确定了解决方案，3个村子
的用水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刘大爷你腿脚不便，回家时慢
点走，别摔着！”采访结束时，见到
村道上步履蹒跚的刘昌才老人正
迎面向走来，王学萍立马走了过去
打招呼。

“‘小王书记’来村里帮助村民解
决了好多事，她真是个好干部！”刘昌
才竖着大拇指向记者称赞王学萍。

（本报临城7月30日电）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今晚播出的第
96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邀请
到省教育厅副厅长孔令德，重点讲解
我省教育扶贫政策和工作开展情况。

教育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重要组成部分，让贫困家庭的孩子
接受教育，可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
播，改变家庭的命运。课上，孔令德

用“全上学、全资助、上好学、促成
长”12个字概括了我省在教育扶贫
中采取的具体举措：“全上学”，就是
让所有贫困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
孩子要全部上学，不能辍学；“全资
助”，就是全省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及特困
供养学生，在幼儿园、中小学、普通
高中和中职学校学习，均可享受教

育扶贫特惠性资助政策；“上好学”，
就是集中力量加快提高农村贫困地
区办学水平，为贫困家庭孩子提供
更加公平有质量的教育；“促成长”，
即面向所有贫困家庭学生建立全覆
盖的关爱体系，关注学生思想动态，
引导他们乐观豁达，勇敢自信地面
对挫折。

孔令德还在授课中强调，家长在

教育扶贫中的职责是非常关键的，一
定要主动送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孩
子去上学。如果家长不配合，有关部
门将追究法律责任。他希望，全省和
教育部门上下一起行动，坚决打赢教
育脱贫攻坚战。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或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
端收看本期节目。

本报金江7月30日电（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我宣誓：我要
摆脱‘等靠要’，找到好工作，全家都
脱贫！”今天上午，在澄迈县举办的
2018《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大型就业
脱贫招聘公益活动启动仪式现场，百
余名贫困户站起身来齐声宣誓，表达
了他们依靠双手脱贫的决心。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贫困群众
都在积极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栏目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报名参加此次招聘会的贫困群
众有600多人，但现场汇集了81家
爱心企业，可提供涵盖医药、酒店、餐
饮、金融、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的
1418个工作岗位。这种“供远大于
求”的设置就是为了让所有到场的贫
困群众都有找到工作的机会。

“我们家里是务农的，但靠务农
收入摆脱不了贫困。我希望另外找

个工作，有个稳定收入，这样日子也
过得轻松一些。”携侄女一同来到招
聘会的曾女士说。

某企业负责人马先生说，他是主
动报名来此招聘员工的，目的就是响
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一同打赢脱贫攻
坚战。他还说：“参加这次招聘会的
都是贫困户，我们对岗位的技能要求
不会太高，只要是积极上进又能吃苦
就行。一经录用，公司会免费对他们

进行培训并签订正式合同。”
本次活动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联合澄迈县委、县政府共同举办，旨
在服务更多的贫困群众，提升其脱贫
致富的意愿和能力，变“要我脱贫”为

“我要脱贫”，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
贫”。今后，《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栏
目还将陆续走进其他市县开展相关
活动，帮助广大贫困群众实现精准帮
扶、就业脱贫。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高春燕 实习生叶润田）今年在我省招生的本
科B批院校经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后，仍有部分学
校生源不足。为完成招生计划，省考试局决定
组织考生在7月30日19时至7月31日15时征
集志愿。

档案处在“自由可投”状态且投档成绩达到
本科B批院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登
录省考试局网站的“本科B批征集志愿系统”，进
行网上填报征集志愿，逾期不填报的视为自行放
弃填报征集志愿资格。

档案处在“预录取”状态的考生，高校已确定
录取，考生可不再填报征集志愿，自行填报的征
集志愿将不再作为投档的依据。

考生在本科B批征集志愿可以填报6个学校
志愿，每所学校可以填6个专业志愿和服从专业
调剂志愿。

省考试局提醒，本科B批录取院校为本科普
通高校举办的独立学院或民办本科学院，学费标
准较高，考生在填报志愿时须充分考虑本人的家
庭经济承受能力，切忌盲目填报。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叶润田）继昨天公布了海南中学等部分省一级普
通高中学校面向本市县招生第一批次第二段录
取分数线后，海南华侨中学等14所中学的分数线
也于今天划定。至此，全部省一级高中面向本市
县招生的第一批次第二段录取分数线均已划定。

海口椰海大道片区
将增3所学校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叶媛媛）日前，
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椰海大道片区计划新
建3所学校（幼儿园），改扩建秀华小学，其中一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明年开工。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局计划在
椰海大道片区建设凤翔学校、凤翔幼儿园、1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以及改扩建秀华小学。凤翔学校、
凤翔幼儿园已完成立项，计划今年底前开工，
2019年建成投入使用。另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位于椰海大道与丘海大道交叉口西南侧，计划
2020年开工建设；秀华小学位于海榆中线62号，
海口市秀英区教育局正在办理改扩建用地手续。

我省旅游客运市场
整治行动初显成效

本报海口7月 30日讯 （记者
陈雪怡 邵长春 通讯员郑忠明）记
者今天从省道路运输局了解到，自
7月 20日我省启动净化旅游客运
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截至7月
29日，该局共出动执法人员220人
次，依法检查车辆815辆次，逐车提
醒安全行车并纠正少量驾驶员疲
劳驾驶和乘客未系安全带等行为，
共查处违法违规车辆15辆次（其中

“黑车”9辆次、超越许可5辆次、其
他违规1辆次）。

同时，省旅游客运服务中心
安排工作人员在景区（点）跟拍
5659辆旅游车照片发回中心进行
系统比对，对发现的 1 辆 GPS 轨
迹异常的车辆进行强制接驳，对1
辆涉嫌私自承揽业务的车辆已作
调查处理。

通过整治，省旅游客运服务
中心平台租车交易量从专项整治
行动开始前的每天 100辆左右上
升到目前的每天 400 辆以上，取
得了良好的整治效果。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省道
路运输局和三亚市、陵水黎族自
治县、万宁市等地交通运管、公安
交警、旅游警察等部门组成的联
合执法队伍团结协作、密切配合，
保证了依法执法、文明执法。

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受理工作全面启动
目前已受理1.89万名学生的申请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谢华荣 实习生叶润田）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
行海南省分行了解到，我省2018年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全面启动。自7月16日启
动受理工作以来，截至7月 29日，我省已受理
1.89万名学生的贷款申请，共计1.33亿元。

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是教育扶贫
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承
办，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助学贷款20.05亿元，惠
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3万人。

我省今年继续采取合同电子化方式受理，部
分市县采用网上预约办理。省后勤资助办和国
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提醒，助学贷款属于个人
信用贷款,如未按时还款，将影响个人征信记录。

儋州给外出务工
贫困人员交通补助
跨省务工每人每年
补贴800元

本报那大7月30日电（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王家隆）为鼓励贫困
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儋州实施外
出务工交通补助和外出务工奖励政
策，其中，对于跨省务工给予一次性
交通补助，每人每年可达800元。

据了解，为推进贫困家庭劳动
力转移就业，该市对在省内儋州市
外务工的贫困家庭劳动力，给予一
次性交通补助，每人每年200元；连
续外出务工6个月以上，每人每月
奖励300元；灵活就业累计满3个
月（每个月至少20天）以上的，给予
每人每月200元的务工奖励等。

儋州人社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补助和奖励的申报对象为有市外
务工经历，能提供社保缴费证明或
工资发放凭证的贫困家庭劳动力。
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时间从2018
年1月1日起计算。

申报对象应在规定时间内及
时向当地镇政府申报，申报材料包
括个人身份证、扶贫手册、村委会
和帮扶责任人证明、社保缴费证明
或生活补贴发放凭证及个人银行
账号等。

关注中高招

临高带昆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学萍摸准村情找准项目

“小王书记”谋发展有实招
寻找临高“最美扶贫人”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讲解教育扶贫政策——

全上学、全资助、上好学、促成长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栏目举办就业脱贫招聘公益活动

为贫困群众提供1418个工作岗位

本科B批院校征集志愿
该批次院校学费较高，
考生须充分考虑家庭经济能力填报

省一级高中面向本市县招生
第一批次第二段
录取分数线全部划定

制图/杨薇

近日，在海口市假日海滩景区，改造后的景区面貌焕然一新。据介绍，假日海滩从开业至今近20年，去年
海口加大力度对假日海滩进行环境整治，启动景区生态修复，以“透光见海”为原则进行改造与建设，并且在景
区改造中加入海南本土文化，让海滩更美。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王学萍（右）在澳洲淡水小龙虾养殖基地和贫困户交流养殖技术。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翁滔 摄

假日海滩靓丽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