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2019年高考

■■■■■ ■■■■■ ■■■■■

本省新闻 2019年6月4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蔡佳倩 美编：陈海冰A05 综合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徐家启）海南日报记者6
月3日从海口公交集团获悉，6月7
日至9日，该集团共安排2320辆公
交车、210辆出租车全程参与“爱心

送考”活动，高考考生可凭准考证免
费乘坐海口公交车，同时，海口公交
集团在全市9个考点各配置1辆纯
电动、全静音的公交车，考生及家长
可在该公交车内休息。

此外，集团下属出租车公司调
配 210 辆出租车成立“爱心送考”
车队，组织出租车驾驶员与考生
之间开展一对一、点对点免费接
送 服 务 。 高考期间考生可通过

66666555、96799进行预约。
海口公交集团提醒考生，如

遇车上遗落考生物品，立即拨打
12345政府热线、66663066公交客
服热线报告。

海口公交集团: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公交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计
思佳 叶媛媛）临近高考，为确保高考
工作的顺利开展，海口12345政府服
务热线将通过24小时值守、部门提
前进驻、30分钟处置等措施为高考

“保驾护航”。
据了解，高考期间，海口12345

智慧平台将实行24小时值守。海口

市热线办、电信部门、技术保障部门
工作人员全天值守，全力提升热线接
通率，做好软硬件设备的后勤保障工
作，保证热线前台平稳高效运行，随
时应对热点和突发情况。

海口安排相关职能部门提前进
驻热线前台。高考期间，海口4个区
政府（6月3日至6月6日）、海口市

交警支队（6月7日）、海口市公安局
（6月8日）、海口市市政管理局（6月
9日）轮流进驻，强化联动，提高问题
处置的效率。

同时，海口12345智慧平台将高
考考生、考生家长投诉等办件统一列
为紧急办件，严格落实“30分钟响应
处置”机制，为考生提供更加贴心的

服务。对热线紧急办件简化处置流
程，升级处置，要求各区各部门分管
领导直接联动处理。提前研判部署
分析，对近3年以来高考期间集中的
问题做出详细的热点类型分析，重点
对噪音投诉、道路交通、停电、停水、
积水、考生就医、爱心接送问题要求
职能部门做好应对预案。

海口12345智慧平台:

24小时值守热线为高考保驾护航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员丁琦）6 月 3 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省考试局获悉，今年
我省的志愿填报和录取程序、办法
等与去年相同，录取工作仍是从7
月 10 日开始，到 8 月 15 日前结
束。其中，6月 15日至 6月 17日，
我省将组织全省考生开展填报志愿
模拟演练；6月25日，我省将组织各
市县有关人员，进行志愿填报培训
指导。

针对学生、家长关切的提前批
面试工作，省考试局介绍，公安、司法
等院校的面试工作，将于7月1日在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进行。军队院校
的面试和军检，将于7月2日至7月3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
第928医院进行，具体组织和管理工
作由省军区负责，省军区届时将通过
省考试局网站向广大考生公布面试
和体检安排。

省考试局表示，今年的高考评

卷继续实行网上评阅的方式，评卷
场设在海南师范大学，计划评卷时
间为6月 13日至 6月 20日，届时，
我省将有 700 多名教师参加评卷
工作。

据悉，省考试局将抓紧时间汇总
编辑《2019年填报志愿指南专刊》，
专刊预计将于 6 月中旬向考生公
布。目前，该局已完成了近3年各高
校在海南招生录取数据信息的统计、
编辑及印制工作。

此外，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
今年，我省为所有考点统一配备了英
语听力播放设备，并将启用指静脉身
份验证系统，严防替考作弊。

据悉，2019 年全省普通高考
和高中基础会考各设有 19 个考
区，其中高考设 38个考点共 2047
个考场，会考设 19 个考点共 137
个考场。考场内均实行无线信号
屏蔽和全程电子监控。考后，省考
试局将对考试全过程视频监控录

像进行回放检查，严肃查处违规舞
弊行为。

今年，我省还进一步完善了各
种考试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
特别是针对可能出现的英语听力
设备故障、供电中断等突发事件，
提前进行了应急处置模拟演练；考
试期间，省公安厅、省电网公司等
部门单位将安排人员到“省级考试
指挥中心”值守，共同为考试顺利
实施护航。

三亚供电局：

高考保供电级别
升至一级

本报三亚6月3日电（记者徐
慧玲 通讯员刘昌）6月3日上午，在
三亚市第二中学校园里，一辆应急
发电车正缓缓驶进校园。这是南方
电网海南三亚供电局（以下简称三
亚供电局）的工作人员在对该校开
展应急发电车接入及调试工作。

据悉，为做好2019年高考电力
保障工作，三亚供电局成立了高考
保供电工作领导小组，专门制定了
保供电方案并就每个环节进行部
署。根据三亚供电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5月30日，该局对涉及高考
考场区域供电设备开展了全面“拉
网式”安全大检查，并督办保供电
客户落实安全责任制，组织编制保
供电客户“一户一册”及用户事故
处置预案，进行联合演练并对校园
广播的不间断电源开展测试，指导
校方做好保供电期间的用电安全管
理工作。

截至目前，三亚供电局已对所
属7个变电站、10条输电线路和8
条配网线路进行特巡、热成像测温
及树障清理工作，确保电网始终处
于安全稳定的运行状态。

据了解，三亚供电局今年首次
将高考保供电级别从二级保供电提
升至一级保供电，严格按照一级保
供电标准开展各项工作。保电期
间，三亚供电局实行领导带班全员
全天候应急指挥中心值班制度，并
组建高考电力应急抢修队伍，处于
24小时待命状态，确保设备故障发
生后，能在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此
外，三亚供电局在三亚市一中、海南
中学三亚学校、三亚市二中还将分
别安排应急发电车以及抢修人员进
驻值守，全力为高考考场提供可靠
电力保障。

高考录取工作7月10日开始
填报志愿指南专刊将于本月中旬发布

琼海大路镇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入村(居)

人人乐当志愿者 共享文明新生活
■ 本报记者 袁宇

“大活动全村人一起干，小活
动村民自己办，人人乐于参与志愿
服务活动。”5月 30日，在琼海市大
路镇新村村，村党支部书记罗良松
高兴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新村村
共 21 个村民小组 2600 多名村民，

“志愿服务活动已覆盖全体村民，
通过活动大家体会到家园变美的
成就感，也更珍惜身边的美丽家
园。”在全体村民的呵护、建设下，新
村村内绿树婆娑，鱼塘波光粼粼，
村居环境整洁优美，宛如一个生态
公园。

据介绍，广泛动员镇、村居民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是琼海市大路镇
探索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
的重要举措。大路镇以“人人都是
志愿者”为建设主题，以“四进四讲
五实践”为抓手，激发镇、村居民主
人翁意识，将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入
发展全过程。

党的声音入耳入心

“村民不爱听大道理，也不喜欢开
大会，觉得有距离感。”罗良松说，为了
把党的声音传到村民心中，村“两委”
干部主动改变宣讲形式，“从身边小故
事讲起，用茶话会、座谈会的形式，面
对面坐着聊。”

一壶茶水，十余张小凳，有时选在
农家书屋里，有时就在大树树荫下，
村干部和村民围在一起，从周边发生
的趣闻轶事说起，从村民种植的莲
雾、柠檬说起，讲村庄产业发展，讲好
人好事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故事。

“这样的宣讲会贴近百姓，有啥问
题能当面就问。”新村村村民符忠传很
喜欢这样的宣讲会，他说，村“两委”干
部会把党的政策“翻译”成家乡话和大
白话，把政策能带来的好处用身边的
变化讲清楚。

罗良松说，自2018年底琼海市启

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以
来，村里的党员干部还带头成立了志
愿者服务队，“不仅让村民听正能量故
事，更要通过自己带头，让村民看到身
边的正能量故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变化起于微尘。当志愿者拿上扫
帚走到村头村尾，一点一点地清理生
活垃圾，让村庄环境越来越靓丽，村民
们也被打动了。“过去大家认为有保洁
员，就对环境卫生不太上心。现在家
连家、户看户，搞起公共环境卫生大扫
除来，个个争先。”罗良松说。

变化也不止在新村村出现。大
路镇东红居 14 小组组长吴婵兴奋
地描述了村子近半年来的可喜变
化，“村道通了，自来水通了，路灯装
上了，生活垃圾没了，环境越来越
好。这些变化中都有我们居民志愿
者的身影。”吴婵也是东红居 14小
组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她说，志愿服
务队成立后，不仅是党员村干部，居
民也积极报名参与。

志愿者的“名头”越来越响

甘善仲是大路镇有名的“柠檬大
王”，也是“大路新农人”志愿者，他不
仅帮农户解决柠檬种植技术上的困
难，还为缺资金的村民解决资金难
题。大路镇云满村一位村民就在他的
指导下将柠檬卖出了个好价格。

大路镇镇长杨权介绍，大路镇将
甘善仲这样有一技之长的人组织起
来，成立了“大路新农人”志愿服务队，
他们在田间地头、加工车间、销售门店
等地举办农业种植经验分享交流会，
志愿向广大农民分析种植技术、创业
经验、营销管理等方面知识，为乡村振
兴添砖加瓦。

在位于大路镇湖仔村周边的海南
盛大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育苗基地，各种
高端名优水果种苗在这里茁壮生长。
这个基地解决了100多名周边村民就
业。该公司负责人王俏也是“大路新农
人”志愿者，他经常给村民讲新产业、新

政策、新产品、新变化，“基地年产值近
2000万元，而且行情越来越好，比如基
地的手指柠檬就卖到500元1斤。效
益是村民们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所以
他们听宣讲很积极，也很认真。”

“我媳妇就在海南盛大现代农业有
限公司育苗基地上班，一年下来收入有
8万多元。”湖仔村村民吴乾刚说，他家
的12亩地也都租给了公司，并且在王
俏的指导下，他用所得的24万元租金
购买了挖掘机，帮别人做工程，“现在我
们家的经济条件比以前好太多了。”

大路镇将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
与优秀人才纳入志愿者队伍，不仅切
切实实帮助镇、村居民解决了产业发
展中的难题，也让志愿者的“名头”越
来越响亮，激发了更多人当志愿者的
热情。

大路镇党委委员刘文柯透露，
目前镇、村居民都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为荣，“全镇注册志愿者人数已达到
6000人，占全镇人口的15%。”

（本报嘉积6月3日电）

省教育厅要求抓好
校车安全管理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校车安全事关中小学生和幼儿的健康与
生命安全，牵动着广大家长和全社会的心。6月3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全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三年攻坚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省教育厅将
突出抓好校车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工作，切实保障
学生校车安全。

据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省共有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118万人，幼儿园幼儿37.4万
人。据统计，海南现有校车1094辆，服务学校
680所，学生34151人。

为切实保障学生校车安全，我省将进一步明
确和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的
职责，对县级层面校车安全管理协调机制的建立
健全，加强指导，加大督办。其次，海南省教育
厅将校车安全工作纳入对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年
度安全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教育部门还将会
同公安交警、交通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辖
区每一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对接送学生的车辆和
驾驶人开展专项清理检查，坚决取缔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学生接送车辆。对所有非载客汽车接送学
生的车辆，一律予以取缔。坚决曝光“黑校车”、
超速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良子）6月3日上
午，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省禁毒办联
合省公安厅在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海口焚烧发
电厂举行2019年集中销毁毒品仪式，集中销毁我
省公安机关缴获并已结案的各类毒品281.63公
斤。省人民检察院、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工作人员
全程监督销毁过程。

此次集中销毁的10余种毒品总重量281.63
公斤。为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此次毒品销毁采用
了无害化处理方式。

据悉，截至5月15日，全省共破获毒品刑事
案件61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40名，缴获各类
毒品5.36公斤，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2起，省
级毒品目标案件5起；清查娱乐场所4103家次，
停业整顿3家。

涉嫌受贿罪

昌江黎族自治县房管局
原局长文忠被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6月3日从省检察院获悉，昌江黎族自治
县房管局原局长文忠涉嫌受贿罪一案，日前由昌
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昌江黎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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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忠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文忠，
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昌江黎族自治县
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17年至2018年期间，
被告人文忠利用担任昌江黎族自治县房管局局长
的职务便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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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掀起禁毒新高潮

他们在行动

1.海南中学高中部考点 （大路街）

参加保障线路为9路、10路、11路、18路、
19路、20路、21路、35路、42路、45路、45
快、47路、53路、59路、76路、79路、86路、
86路快、89路、98路、106路、208路、K2路、
K4、旅游3、澄迈35,共26条公交线路。

考生搭乘10路公交车可直达，其余线路
可在海南师范大学公交站下车步行到达。

2.海南中学初中部考点 （高登西街）

参加保障线路为9路、10路、11路、21路、
31路、35路、42路、44路、45路、47路、53
路、59路、62路、76路、77路、79路、86路、
89路、98路、K1路、K2路、106路、208路、旅
游3、澄迈35路，共25条公交线路。

考生搭乘42路公交车可直达，其余线路
可在省高院公交站、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
部队第928医院公交站下车步行到达。

3.海南农垦中学初中部考点
（滨涯路19号）

参加保障线路为33路、58路、66路、208
路，共4条公交线路。

4.海师附中高中部考点 （琼山大道7号）

参加保障线路为43路、73路，共2条公交线路。

5.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考点
（海秀中路59号）

参加保障线路为1路、2路、16路、17路、22路、
24路、30路、36路、40路、40快、41路、41快、83
路.共13条公交线路。

考生可搭乘17路、83路公交车在侨中隧道口
公交站下车步行到达，其余线路直达。

6.市一中高中部考点 （白水塘路29号）

参加保障线路为7路、17路、23路、36路、70
路、74路、83路、89路、202路、209路,共10条公
交线路。

考生可搭乘70路、83路、202路公交车在文博
府公交站下车步行到达，其余线路直达。

7.海口市实验中学高中部考点
（海府二横路8号）

参加保障线路为1路、4路、11路、14
路、37路、37快、38路、39路、41路、41
快、43路、44路、51路、K3路，游4、游5,
共16条公交线路。

考生可在省彩票中心公交站下车步行
到达。

8.琼山中学高中部考点
（新大洲大道396—2号）

参加保障线路为21路、41路、41快、
45路、46路、205路，共6条公交线路。

9.海口四中高中部考点
（美苑路59号）

参加保障线路为29路、33路、65路、
71路、211路、K3路（四中高中部公交站）、
56路（高中部正门）34路（美兰公安分
局），共8条公交线路。

考生可搭乘34路公交车在美兰公安
分局公交站下车步行到达，其余线路直达。

具体考点公交保障情况如下

万宁男童被遗忘校车昏迷致死案进展

校车系违规运营车辆
涉事司机被提请逮捕

本报万城6月3日电（记者袁宇 特约记者
卓琳植）6月3日，经公安、教育、交通等部门联合
调查，引发万宁市大茂镇金色摇篮幼儿园男童在
幼儿园接送车内昏迷致死亡的接送车辆系违规运
营车辆。该车司机文某强也未曾经过安全教育
培训。目前，包括文某强在内的相关涉事人员
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将向检察机关提请
批准逮捕。

据介绍，致万宁市大茂镇金色摇篮幼儿园男
童在接送车内死亡悲剧的幼儿园车辆系违规运
营车辆,该车车牌号为琼C08995D,为大茂镇金
色摇篮幼儿园向万宁市永腾公交公司承租的万
宁至港北路线的中巴公交车，该车未在交警大队
车管所备案登记，驾驶司机文某强也未曾经过安
全教育培训。

目前，万宁市教育局已全面部署各中小学校、
幼儿园安全工作，督促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全面落
实安全责任，对相关问题举一反三进行拉网式排
查，列出问题清单，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整改销号，
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制度。

据了解，经万宁市教育局和大茂镇政府多方沟
通协调，金色摇篮幼儿园正积极与男童家长协商善
后及赔偿事宜。同时，该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我省昨集中销毁毒品
281.63公斤

6月3日，省禁毒办联合省公安厅销毁我省
公安机关缴获并已结案的各类毒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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