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提前批 7月11日上午

国家专项计划 7月13日

本科A批 7月19日上午

本科B批 7月31日上午

专科提前批 8月8日上午

高职专科批 8月13日上午

6月27日上午8时
至17时30分

填报本科提前批、
国家专项计划的学校志
愿（含需面试的部分专科
学校，不含在本科提前批
录取艺术类专业的本科学
校）

7月6日上午8时
至7月8日17时30分

填报本科 A 批（含特殊类型招
生、地方专项计划、本省高校联合办学
的本科专业）、本科提前批录取的艺术
类招生的本科学校志愿，以及民族班、
少数民族预科班和边防军人子女预科
班的学校志愿

7月24日上午8时
至7月25日17时30分

填报本科B批学校志愿

8月3日上午8时
至8月5日17时30分

填报专科提前批和高职
专科批学校志愿

各批次第一次征集志愿时间志
愿
填
报
时
间
表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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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招

本报海口 6 月 19 日讯 （记者
陈卓斌 特约记者高春燕）省教育
厅近日印发《2019年海南省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明确本科提前批、国家专
项计划、本科A批、本科B批、专科
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学校志愿填
报时间。

《办法》明确，自主招生、高校

专项计划、高水平艺术团和高水平
运动队等特殊类型招生志愿的填
报，只有取得以上特殊类型入选资
格，并经教育部“阳光高考”网站及
省考试局网站公示的考生，才能填
报特殊类型的招生院校。报考国

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的考
生，须是经审查合格且在省考试局
网站公示的，才能填报相关招生院
校的志愿。

填报志愿具体要求可登录省教
育厅网站查看。

我省高招志愿填报时间表出炉
共分4个时间段进行

6月19日是第7个全国救助
管理机构开放日，海南省救助管
理站当日开展了以“大爱寻亲，温
暖回家”为主题的开放日活动。

据悉，2016 年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省救助管理站共帮助
500余名受助人员寻找到家人，
帮助5000余名受助人员踏上返
乡的归途。

图为6月19日，在海南省救
助管理站，受助人员在阅览娱乐
室下棋。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救助·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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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

自贸英语角⑧

A：I am very sorry.It is my fault.
我很抱歉，这是我的错。
B：Don't worry/no worries.
没关系。
A：I really feel sorry about that.
我真的很抱歉。
B：Never mind.
没事儿。
A：Sorry to be a bother.
抱歉打扰您了。
B：Don't worry about it.
别放在心上。
A：I apologize for my mistake.
我为我的过失向您道歉。
B：You're forgiven.
我原谅你了。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尤梦瑜朗读的英语音频。

理顺民用机场管理体制，先行先试通用航空
分类管理改革。

Straighten out the management mech-
anism for civil airports and conduct pilot
reform of classified management of gener-
al aviation.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省民政厅召开通报会——

我省将依法有序清理不规范地名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刘操）

6月11日，省民政厅发布关于需清理整
治不规范地名清单的公示，有84个地
名查出存在不规范情况，引起广泛热
议。6月19日下午，省民政厅召开通报
会，通报我省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情况。

省民政厅副厅长石清理介绍，发
布公示主要目的是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的意见建议，让社会各界更多地了解
和支持地名文化工作。该厅将采取有
效措施，依法依规、稳妥有序开展清理
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

背景：我省存在“大、洋、
怪、重”等不规范地名

据介绍，当前，我省出现了一些

“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现象。
对此，我省近年来对地名工作先后作
出整治安排部署。2016年6月12日，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海南省清理整
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实施方案》，部署开
展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地名使
用乱象得到有效遏制。

“但是，我省依然存在部分不规
范地名，尤其是一些居民小区、大型
建筑物频现‘大、洋、怪、重’等不规
范地名。”石清理表示，我省通过开
展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活动，推动
各市县进一步理顺地名管理体制机
制，健全相关法规制度，从根本上遏
制不规范地名的产生和使用，加强
和改进地名管理、提升地名工作法
治化水平。

进展：广征意见拟定清理
不规范地名清单

会议通报，近年来，省民政厅共采
集地名条目5.1万多条；标准化处理
了一批不规范地名，全省目前已清理
整治不规范地名71个，清理地名使用
混乱的公共标志380个；挖掘和保护
了一批地名文化遗产。

据介绍，今年4月，省民政厅组
织开展了专项督导调研，加快推进
了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在广
泛征求市县意见的基础上，省民政
厅拟定了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清单
（征求意见稿），指导各市县民政局
牵头，认真审核和拟定清理整治清
单，并在省民政厅网站进行公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为最终确定
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清单并整治做
好基础性工作。

后续：将组织专家对清理
整治工作进行论证

会议透露，针对清理整治不规范
地名社会关注高、影响面广、实施难
度大的问题，结合近期广大网民对清
理整治不规范地名的意见建议，省民
政厅下一步将采取有效措施，依法依
规、稳妥有序开展清理整治不规范地
名工作。

据悉，在省民政厅网站上发布的
公示，并不是最终结果，只是评估论
证阶段的一个关健环节。“前阶段已

经收集了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下一
步将在充分研究分析相关意见的基
础上，组织专家对清理整治工作进行
论证，使清理整治工作更具科学性和
规范性。”

“地名管理既包括行政区划、
街路巷、居民地、建筑物名称，也
包括台站港场等专业设施名称，
涉及民政、公安、自然资源、住建、
交 通 运 输 、市 场 监 管 等 诸 多 部
门。”石清理说，省民政厅将进一
步加强与省直有关部门联动，充
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作用，强化论
证评估。对不规范地名的清理整
治结果，将适时向社会发布，确保
清理整治工作依法依规、稳妥有
序推进。

海口两港口
刷脸可办临时身份证明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亚春明）6月19日，省公安
厅港航公安局与海南港信通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开发的港口旅客临时身份证
明自动办理终端机在新海港、秀英港
投入试运行。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以
往的人工办理临时身份证明需要2-3
分钟时间，而使用终端机，经过输入身
份证号码、进行人像识别核对、输入办
理理由3个简单步骤后，旅客便可打
印临时身份证明，前后仅需30秒。

据悉，相关单位计划将港澳通行
证、护照自助验证功能纳入该系统，更
好地实现终端办理无缝对接。

临高法院审理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

22人受审
涉案金额200万元

本报临城6月19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黄颖）6月19日，临高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
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此案涉及被告人共
22人、涉案金额200万元。

据介绍，被告人赵某顺等9人为了非法获利，
建立虚假的网络交易平台，挂售虚假游戏装备。
部分被告人出资委托被告人陆某德推广销售信
息，以低价出售游戏币、游戏装备为诱饵，诈骗境
外游戏玩家财物和游戏点卡，再通过网络转卖给
被告人许某保、赖某琼等人，由许某保、赖某琼等
人将游戏点卡变现。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某顺、梁某等9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通过诈骗网站诈
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被告人陆某德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犯罪，仍为多名被告人提供广告推广等帮
助，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被告人赖某洁、赖某琼、张某等12人明知
收购的境外游戏点卡为违法犯罪所得，还继续收
购，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除被告人张某
外，被告人赖某洁、赖某琼等人应当以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审判长蒙良表示，此起案件审理难度首
先体现在诈骗数额的认定上，因为受害者主要是
境外玩家，取证比较困难；其次诈骗的是只在境
外发行的游戏币，这些游戏币的价值涉及到汇率
的换算问题。

该案因案情重大、复杂，法庭宣布将择期宣判。

严防微腐败
琼海大力推动
基层警示教育常态化

本报嘉积6月19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易修呈）6月19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琼海市纪委监委获悉，琼海市纪
委监委通过打出警示教育“组合拳”，不
断推进警示教育常态化，确保基层警示
教育入耳入心，效果落到实处，进一步
压实基层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据悉，琼海市纪委监委指导全市
214个村（居）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多种形式开展警示教育。“可以邀请办
案人员为全体村干部上微型廉政党课，
也可以召开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警示
教育交流座谈会，或组织观看警示教育
片，通过用发生在干部身边的真实案例
来进行警示教育。”琼海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徐建介绍。

同时，琼海市纪委监委还根据区
域划分，指导2个镇新建了警示教育
基地，对3个单位的警示教育室进行
了全面升级改造，方便13个镇（区）村
（居）干部就近接受警示教育，实现警
示教育全覆盖。

此外，警示教育会议还进一步向
基层延伸，甚至延伸至村小组。截至
目前，琼海市已开展村干部违纪违法
案件警示教育大会116场次，参加的
村干部、村民代表超过5000人次。

海口启动
椰城清风讲堂
计划每周举行半天讲座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叶
媛媛）6月19日，海口市纪检监察系
统“椰城清风讲堂”正式启动。海口
市、区、镇（街）各级480名纪检监察干
部参加专题讲座。

“椰城清风讲堂”第一课由海口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冯汉
芬主讲。她结合海口实际，分别从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要论述、深化“四种形态”的运
用、精准有效使用问责利器、全面准确
理解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规范起草纪
检监察业务文书等5个方面，对如何
做好新时期纪检监察工作进行了全
面、系统和深入的讲解。

据悉，此次授课是海口市加强纪
检监察干部培训工作的创新之举，也
是领导干部带头讲党课的生动实践。

“椰城清风讲堂”课程设置将突
出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围绕基层
纪检监察干部在执纪执法过程中遇
到的重点难点问题，组织海口市纪
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业务骨干并
邀请法律专家学者进行授课，计划
采取每周半天的培训讲座形式，以
听促学，推动海口纪检监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

省交警部门曝光
逾期未检验、未报废车辆

小心这3348辆“问题”车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逾期未检验，当报废未报废。这些“问
题”车辆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及财产安全。6
月19日，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向社会公开公示
全省3348辆逾期未检验、未报废车辆及6632名
逾期未换证、未审验驾驶人名单。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车辆年检是对
车辆性能的大检查，发现问题可以及时修理修
复，而车辆逾期未检验，一但车辆出现问题，就会
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

为从源头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日前组织全省公安交警开展“四类
重点车辆”交通安全隐患“清零”行动，并于近日
曝光了逾期未检验、当报废未报废的“四类重点
车辆”所属企业名单和当审验未审验驾驶人名
单，督促相关责任企业和驾驶人及时整改。

扫码查看逾期未检验、未报废车辆及逾期未
换证、未审验驾驶人名单。

■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谢琛

在近期举行的境内外国际旅游
展上，“暑期游海南”成为一个热词
——6月18日开幕的2019北京国际
旅游博览会，海南馆重点推介了暑期

“花式游海南”的33条暑期精品旅游
线路；在刚刚结束的第33届香港国
际旅游展，海南参展团着重推介海南
暑期的精彩活动及精品线路……

针对暑期旅游市场特点，海南
加大对在暑期密集举办的帆船、帆
板、冲浪等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的宣
传和推广力度，精准引客，力争吸引
更多游客到海南参与和体验，拉动

体育旅游消费。
不仅如此，随着59国人员入境免

签政策的实施以及境外航线的不断
开通和加密，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赴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俄语地区及
日韩、东南亚和港澳台等重点客源市
场开展精准营销，加强对海南旅游品
牌的海外输出，推动落实省委、省政
府提出的“2020年开通100条境外航
线和实现入境游客200万人次”的目
标，全面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

得益于海南旅游产品的不断丰
富和旅游营销主题的推陈出新，海
南省旅文厅根据入境旅游市场的不
同情况按不同侧重点和特点加大海

南旅游产品推介。
在海南旅游促销团赴日本大阪、

韩国首尔开展的系列旅游推介中，我
省重点宣传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尤其
是推介高尔夫旅游产品。海南国际高
尔夫联盟与中国国际旅行社日本总公
司签署了谅解合作备忘录，就共同推
动高尔夫旅游市场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将积极发挥刚成立的海南
国际高尔夫联盟的作用，把海南高尔
夫旅游品牌推向世界，拓展高尔夫旅
游消费，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会展业是海南近年来发展迅猛
的一个产业，海南会奖旅游目的地

的形象愈加凸现。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海南会展业实现收入200亿
元，同比增长19.7%。近期，省旅文
厅将组团参加2019北京国际商务
及会奖旅游展览会，进一步推介会
展与会奖旅游目的地形象与品牌。

在已经拉开序幕的2019海南
暑期旅游推广和消费活动中，“走出
去”系列推广活动仍将陆续在境内
外密集呈现。依托文旅融合的有利
条件，海南将宣传推广海南海洋、康
养、文体、会展、乡村等特色旅游产
品，同时加大演艺、非遗等文化产品
融合推广力度，展现海南多元文化
魅力。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

我省旅游业密集开展“走出去”系列推广活动

塑海南品牌 引八方游客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何一楠）2019年全省美食购物
嘉年华活动自6月15日启动以来，系
列活动正陆续登场，至12月31日，将
会举行8大类128场活动，实现周周有
活动、月月有节庆。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6月19日从省商务厅获悉的。

以“全岛嗨购 纵享一夏”为主
题的海南首届免税购物嘉年华活动

于6月15日启动。岛内4家离岛免
税店在6月至9月期间将分时段推
出“季末促销，大牌折扣3折起”“亿
元现金（券）大派送”“五周年店庆”
等系列活动，通过丰富的活动形式
让消费者感受免税购物的乐趣。此
外，嗨翻夜海口夜市美食之旅、优惠
购、中华老字号餐饮优惠活动等也
在6月陆续举行。

7月至12月，海口大型商场联盟
购物嘉年华、中国（三亚）国际钢琴音
乐周、海南热带水果狂欢节、三亚国
际儿童时尚周、清洁能源汽车节、海
南名特优商品展暨琼匠文化博览会、
中国体育旅游嘉年华、海南国际旅游
岛购物节、海南国际咖啡大会暨咖啡
及饮品展览会、海天盛筵、海南雪茄
文化节等活动将接连登场。

据了解，2019年全省美食购物
嘉年华活动以“美食购物 乐享生
活”为主题，旨在以建设海南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和促进海南消费市场

“国际化、便利化、品牌化、特色化、
智能化和环境优化”为总体目标，通
过举办应季消费、实惠消费、品质消
费等主题促消活动，培育消费热点，
挖掘消费潜力。

全省美食购物嘉年华系列活动陆续登场

周周有活动 月月有节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