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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日讯 （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谭勇 实习生叶润田）迎
新标语处处可见，以“海大蓝”为主色
调的文化墙、迎新帐篷、迎新拱门、校
车指引牌，处处彰显着海南大学“海
纳百川，大道致远”校训精神。这几
天，海南大学校园里总是一派忙碌景
象，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各司其职，
喜迎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2018级
新生。

为给新生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
务，海南大学各部门形成合力——学
生工作处（部）统筹各部门以最高效率
完成各项工作，制定“2018级本科新
生入学教育方案”；师生事务保障中心

紧锣密鼓地开展宿舍卫生清理、设备
维修更换、新生宿舍调配等工作；校团
委及各学院则派出大量学生志愿者，
或是在机场、火车站、港口、高铁站迎
候新生，或是在校内为新生提供报到
注册、生活帮助等“一站式”迎新服务
……海南大学党委负责人等校领导一
行还深入迎新现场和学生宿舍，仔细
查看了各个岗位的各项工作情况；并
鼓励新生积极融入集体，尽早适应大
学节奏，合理规划大学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数字迎新”模式
也成为了海南大学迎新工作的亮
点。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在各迎新
接待处都摆放有“海大校园导览小程

序”的二维码。一名驻足扫码的新生
说：“海大的校园太大了，容易迷路，
有了这个小程序，直接跟着路线走，
很方便也很人性化。”海南日报记者
还在财务处收费点看到，往年的“缴
费长龙”已然无踪，家长和新生不仅
可以使用微信、支付宝、网银等多种
途径缴纳学费，还可以使用网上自助
报到系统进行个人信息采集、绿色通
道申请、住宿安排查询、报到流程查
询、办理入学手续等，十分方便。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大学招生
与就业处了解到，海南大学2018年
普通本科招生计划8891人，从各省
录取情况来看，总体生源形势较好，

与 2017 年比较，生源质量显著提
高。特别是，2018年该校一本批次
（不含中外合作单列）在31个省份第
一志愿生源充足，均实现第一轮满额
投档，理工类有14个省份投档分高
出一本控制线50分以上。

海南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2018
年，海南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4·13”重要讲话中
提出“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
学科”，标志着海南大学踏上了创建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国内一流大学的
新征程。他希望，2018级新同学与站
在新起点上的海南大学一道昂首前
行，着力实现个人梦想和家国梦想。

海南大学迎创建世界一流学科后首批新生

创新服务方式 新生入学更便利

海南日报记者9月2日从文昌市获悉，文昌市政府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合作创办的文昌学校已竣工并交付
使用，今秋迎来首批师生，学生报名人数约500人。据介绍，文昌学校为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包含小学部、初中
部和高中部，学校设置有2295个学位。今年小学部开设了6个班，每班31-32人，共188人。中学部开设8个
班，每班42-43人，共338人。 文/本报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图/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陈婧

关注秋季入学

文昌学校首次招生

海口开通4条临时公交路线

机场、火车站均有
公交直达大学城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张磊）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公交集团获悉，为方便学生入学
和返校，8月26日至9月8日期间，
该集团开通了美兰机场到海口市桂
林洋大学城、海口火车站到桂林洋
大学城的2条定制公交线路以及美
兰机场到海口市第一中学、美兰机
场到白沙门公园的2条假日公交线
路。学生可从海口美兰机场、海口
火车站乘公交直达桂林洋大学城，
并可通过美团APP提前购票。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进入 9 月，开启收获之季。将
于 9月 6日至 9日在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的 2018 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金秋车展（以下简称2018海报集
团金秋车展），目前已基本完成招商
等相关工作，“聚惠备礼，只待开
展”。

金秋车展“凝车聚惠”

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启用了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A、B、C馆及开幕
式大厅共4个展馆，参展总面积约5
万平方米。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主办方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各大汽车品牌和
汽车经销商参展热情高涨，金秋车展
招商场面火热，目前展馆和展位已经
全部排满。

9月6日至9日，在2018海报集
团金秋车展举办期间，参展观众和消
费者可以“一展遍览众车”，包括玛莎
拉蒂、阿尔法·罗密欧、奔驰、宝马、奥
迪、雷克萨斯、凯迪拉克、英菲尼迪、
讴歌、沃尔沃等高档品牌车辆；上汽
通用、东风日产、广汽本田、广汽丰
田、东风本田、一汽大众、上汽大众、

北京现代、东风悦达起亚、东风标致
等合资品牌车辆；长安、长城、吉利、
比亚迪、广汽传祺、荣威、哈弗、领克、
上汽大通等自主品牌车辆。令人期
待的是，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新
能源汽车展区还将展出各大车商各

自高性价比的新能源优质车型。

金秋车展“备礼惠客”

品牌众多、优惠颇丰、购车方
便、活动丰富、人气火热……这是海
报集团金秋车展老顾客李宗和吴泽
参加金秋车展的观展感受和购车体
验。两人至今难忘往届金秋车展现

场的火热氛围，以及不少参展观众
在抽奖活动中抽中奖的开心笑容；
对许多汽车品牌和汽车经销商推出
的“优惠购车”“购车礼包”，国产车
的“崛起”，以及车展上的表演演出
印象深刻。

作为“海南最会卖车的车展”之
一，海报集团金秋车展迄今已成功举
办了11届，累计观展人数超过200万

人次，售车3万余辆，成交金额近50
亿元。取得如此成绩的原因在于，海
报集团金秋车展不只有“车”，更是个

“展”。不仅设有多个特色展区，还将
推出系列精彩活动。

“目的是想让参展观众和消费者
买得开心，看得开心！”海报集团金秋
车展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关注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多品牌多车型多重优惠 多活动多奖品多种惊喜

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聚“惠”等你来
关注非法采砂专项整治

儋州重点部署整治采砂乱象

成立生态警察支队
本报那大9月2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李秋欢）9月 2日，儋州市召开生态环境六大专
项整治工作专题会议，重点部署整治采砂乱象，
明确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进一步加大执法
检查力度，即日起成立生态警察支队，严厉打击
和遏制非法采砂采石行为，维护好儋州的生态
环境。

据介绍，为进一步严厉打击盗采河砂行为，
保护河道桥梁和生态环境，儋州市公安局联合
各相关部门制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明确行动
目标，落实工作任务，对非法采砂行为开展调
查，对全市河湖采砂重点河段、敏感水域管理情
况以及河湖采砂管理情况进行深入的摸排，同
时联系儋州市水务部门，合力开展执法打击和
专项整治行动。

截至目前，儋州共查处非法临时采砂点16
处，捣毁采砂船20艘、抽砂机6台、铲车1辆、扣押
蓄电池8个、抽砂泵5个；共侦破非法采砂案件3
宗，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呈捕2宗4人，期间还与
白沙黎族自治县开展了两次联合执法，依法严厉
打击非法采砂违法犯罪行为。

此外，儋州市即日起，成立生态警察支队，联
合各执法部门，全面启动打击非法采砂采石专项
整治工作，依法打击非法采砂采石行为，揪出背后

“保护伞”。同时，儋州还将通过疏堵结合，合理规
划布局采砂采石点，严格规范采砂行为，维护好当
地群众的利益。

严查内河船舶非法参与海上运输砂石

海南海事局去年以来
处罚船舶57艘次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原中倩 周晓梦
通讯员何志成 米秋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海事
局了解到，2017年以来，该局强化源头治理，加强
立体巡查，开展联动执法，从严从重查处内河船舶
非法参与海上砂石运输，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处罚违法船舶57艘次。

日前，海南海事局在文昌召开内河船舶非
法参与海上砂石运输现场推进会，总结2017年
以来内河船舶治理工作的“成绩单”，交流内河
砂石运输船的监管经验，并就内河砂石运输船
的治理难点、重点问题和下一阶段的治理措施
进行了研讨。

据了解，为了提高治理工作成效，海南海事部
门综合运用电子巡航、现场巡航、无人机空巡和错
时蹲点值守等手段，强化对内河船舶非法参与海
上砂石运输的监管。此外，海事部门还加大惩处
力度，强化源头管理，通过实施入场报备审查制
度、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安全约谈、将非法租用砂石
船纳入企业首要考评指标等形式，进一步压实主
体责任。

据统计，2017年以来，海南海事部门共开展
专项执法204次，协调拆除非法装卸点（码头）2
座，处罚违法船舶57艘次、处罚船员44人，发放
《责令改正通知书》53份，发放《责令停止作业通
知书》76份，有效遏制了辖区内河船舶非法从事
海上砂石运输的发展势头，保障了辖区水上交通
安全形势稳定。

洋浦启动
村（居）法律顾问工作
法律顾问为27个社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本报洋浦9月2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王冠丽）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村（居）法律顾问工
作启动仪式在干冲区儒兰球场举行。启动仪式
上，来自海口、洋浦律师事务所的6位法律顾问与
当地政府签订合同书，将为27个社区及村委会群
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除了日常值班，群众有问题还可以通过电
话、微信向我们咨询，我们将把掌握的法律知识、
法律观念传播给群众。”海南嘉勋律师事务所律
师潘显云表示，他们将为社区建立村规民约等工
作提供法律指导。

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的开展，是洋浦司法行
政工作向基层延伸、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举措。洋
浦政法委副书记胡辉表示，群众遇到法律方面的
问题可以就近向法律顾问咨询，将进一步促进群
众合法合理解决矛盾纠纷，有助于开发区规范有
序地开展工作。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记者邓海宁）日前，
2018年（第九届）海南省创业大赛海口市选拔
赛决赛在海口举行，20个创业项目进行了激烈
角逐。最终，“微创内固定钢板螺钉取出方案及
专利器械应用”项目获创意类项目组一等奖，

“一套完整的液化石油气安全使用解决方案”项
目获初创企业组一等奖，分别获得2.5万元和4
万元奖金。

据了解，本次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近百个
项目报名参加，共有40个项目晋级复赛，经过激
烈竞争，20个项目脱颖而出，进入决赛争夺冠军
宝座。大赛分设初创企业组、创意类项目组两个
类别，项目涵盖了农业、互联网、电子商务、服务
业、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多个领域。

本届大赛由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海口市教育局、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主办，海口市
人力资源开发局承办。

海南省创业大赛
海口市选拔赛落幕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符王
润）我省高度重视青少年眼健康管理，
今年将眼科疾病筛查列入了省政府为
民办实事的10大事项之一。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省卫生计生委获悉，今
年3月，省卫生计生委联合省教育厅
印发了《海南省学生眼疾病筛查项目
方案》，开展全省学生眼疾病筛查工
作，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28万余名
学生的眼疾病初筛工作，针对初筛中

发现问题的学生的复查工作也在陆续
展开。

据了解，海南省学生眼疾病筛查
项目计划在2018-2019两年间，为全
省范围内的幼儿园及义务教育阶段中
小学校（含民办）学生提供眼疾病筛
查，其中2018年计划筛查60万人，
2019年计划筛查70万人。各市县筛
查对象覆盖辖区内3-15岁的儿童、
青少年。项目要求学生眼疾病初筛率

要达到90%，复筛率达到80%；学生
眼疾病复筛档案建档率达到100%；
学生眼疾病复筛阳性的个案随访率达
到80%。

在初筛中，对3-6岁儿童，眼科
医师将进行眼睛结构及外观、眼位检
查、眼球运动检查、视物行为观察、视
力筛查（可配合者）等相关检查；对
6-15岁儿童青少年进行视力、屈光
度等检查。在检查中发现异常者，由

眼科医师选做“裂隙灯、眼底、眼压”
项目检查。

对初筛阳性学生由项目管理小
组统筹、学校集中组织到市县指定医
院进行复筛。复筛项目包括：初筛阳
性项目、小瞳验光、（快/慢）散瞳验
光、眼底检查、中央角膜厚度、眼压、
眼轴等检查。

对复筛确诊的学生，由项目复筛
小组进行健康指导；对不能确诊的，由

复筛小组协调转至省级医疗机构进行
干预，各有关医院对持有《海南省学生
眼疾病干预转介单》的学生及家长提
供便捷的就诊通道。

为加强眼健康的科普教育，市
县卫生计生委和教育局根据辖区各
学校筛查情况，组织专家开展针对
性的现场指导、讲座培训等宣传教
育，改善学生用眼环境和行为，减少
视觉损伤。

我省进一步搭建学生眼疾病防治网络

计划两年内为130万学生筛查眼科疾病

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设有高档车专区、机车展区、房车展区、功能车展区、改装车展区

等特色展区
将推出购车优惠“大放价”、“观车展、看豪车、赢大奖”门票大抽

奖、汽车特技表演、网红明星现场直播、“车模”T台走秀、本土明星及
知名乐队现场表演等精彩活动

看好车，还要惠买车

宝马1系
优惠
5.08万元
首付4万元
享受利率
0.88%

宝马3系
优惠
7.74万元
首付5.8万元
享受0利率

宝马5系
优惠
3.98万元
可选择
首付8.8万元
或月供2288
元

宝马 X1 插电
式混合动力
全新宝马5系
插电式混合动力
享受免购置
税等优惠

沃尔沃
XC60、S90
送3年保险
享受
2年0利率

沃 尔 沃
XC90、V40
享受降关税
免购置税
再送万元礼包
以及
2年0利率

沃尔沃S60L
享受
免购置税
送2年保险

讴歌CDX
现金优惠
3万元
讴歌 TLX- L
现金优惠
5万元

广本雅阁
购车
最高可享
36期0利率

东风雷诺
全系优惠
达2万元
享受
2年0利息

东南DX3
综合优惠
1万元
东南DX7
综合优惠
1.5万元

广汽三菱劲炫
综合优惠
2万元
广汽三菱欧蓝德
综合优惠
1万元等

此外，奔驰、雪铁龙、北京现代、领克、名爵等汽车品牌和汽车经销商纷纷推出各自的优惠购车活动

特等奖 奖品是欧洲双人游（每天1个）
一等奖 奖品有电视机、平衡车、台湾单人游（每天3个）
二等奖 奖品是苹果平板电脑（每天5个）

此外，还有三等奖、四等奖、五等奖等奖项及相应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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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至9日 每天下午将进行门票大抽奖

定制公交1

美兰机场至桂林洋大学城
始发站为美兰机场GTC枢纽

楼，途经机场路、灵文路、东寨港大
道、海涛大道、校际一号路，经停海
经院东门；终点为桂林洋大学城
45/51路公交调度点

每天发车时间
08：00——次日凌晨02：00

每小时一班

定制公交2

海口火车站至桂林洋大学城
始发站为海口火车站公交站，

途经停南港站、新海港站、海口汽车
西站、海经院东门；终点为桂林洋大
学城45/51路公交调度点

每天发车时间
04：30 06：30 09：30
16：30 20：30

可通过美团APP

“我的”-“公交”-“海口定制
公交”选择线路、班次，并完成付款。

上车时在“我的”-“公交”点击
“现在验票”，验票成功后出示给司
机即可乘车。始发站准点发车，过
时车票作废，乘客需提前5分钟到
达上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