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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6月9日是我省
高考第三天，上午进行物理、思想政治
科目考试，下午进行化学科目考试。
全天考试衔接有序、平稳顺利。部分
选考以上科目的考生已经完成高考。
6月10日，海南高考将进行历史、生
物、地理三科考试。

海南是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
省份，今年是我省高考综合改革推进
之年。根据新高考工作安排，6月9日
至10日举行的选择性考试与语数外
统考有“两个不同”。一是考试时间安

排不同：上午考物理、思想政治科目8
时开考，12时 30分结束，中间有间
隔；下午考化学科目，15时30开考，
17时结束。二是考生选考科目不同，
需在不同考场转场参加考试。在考前
模拟演练的基础上，选择性考试的考
试组织、考生转场等工作周密有序。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确保新
高考稳步推进，考前，省考试局严格按
规定选聘组建命题教师队伍，加强命
题教师培训，强化闱内组织管理，切实
做好命题安全保密工作，确保命题工
作万无一失。

此外，省考试局还充分总结去年
高考改革经验，修订完善了我省普通
高校招生实施办法，组织编印了近3
年招生录取数据统计专辑。同时，高
考加分改革、高职扩招、强基计划、综
合评价等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在这次高考中，为严防考试作弊，
省教育厅、省考试局以外省作弊案例
为镜鉴，进一步加强考生入场管理，督
促考点落实“三严格”措施，即严格按
规定对考生进行入场安检，严格实施
人与证件“三比对”，严格管控考点周
边环境，防范考试作弊行为。省考试

局还要求各考点进一步督促楼层副主
考、流动监考员、视频监考员，强化考
试过程监督，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以过
硬的作风维护良好的考风考纪。

考试期间，省高招委成员单位选
派的19名厅级督考官、省考试局选派
的85名省派巡视员，积极参与考区考
点考试组织管理工作，增强了考区管
理力量。省教育厅每天安排1名厅领
导在省考试指挥中心值守，督促各考
点抓好考务指令的落实。各考区主任
严格贯彻落实省领导指示精神，全程
在本考区考试指挥中心值守，确保本

考区考试顺利实施。
同时，全社会也广泛参与高考服

务工作，公安、宣传、工信、网信、卫健、
疾控、生态、交通、通信、空管、气象、国
安、城管、市场监管、电力、应急保障、
无线电管理等部门，共同为考试营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爱心送考”、送文具、送口罩、送消暑
饮品、提供遮阳帐篷等志愿服务。考
生家长、社会各界主动配合政府管理
部门一同服务高考，为考生让行，为考
试“静音”，彰显了自贸港建设者应有
的风采。

高考最后一天，胜利在望！
海南高考今日将进行历史、生物、地理三科考试

本报三亚6月9日电 （记者李梦
楠）6月 9日是海南高考第三天。清
晨，三亚阵雨骤起，挟带着丝丝凉意。
为了让考生进入考场不被淋湿，安心
投入考试，三亚交警提前上岗，撑起一
把把伞，为考生保驾护航。

当天6时30分许，在三亚市第一中
学考点前，三亚交警支队机动大队10
余名队员早早到位，穿梭在考点周边，
手持大伞在路边等候考生的到来。7时
许，一辆送考的出租车在考点外停下，
还未等考生推开车门，交警苏运州已将
伞凑上前，接上刚从车上下来的4名考
生便往考场方向走去。待学生进入考
场，他又折回岗点继续接送。

接送一直在持续。直至上午8时
许，随着考试铃声响起，机动大队才将

“伞队”撤下。“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我
们的身影。”苏运州说。

这样暖心的场景在高考期间还有
很多。6月8日凌晨1时许，正在值班
的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河东派出所
警员吉才明接到求助电话，居住在海南
中学三亚学校考点附近的考生孙某突
发疾病，情急下向警方求助。接警后，
吉才明和同事第一时间出动，将其送往
人民医院。经及时治疗，孙某得以康复
出院，全力备战接下来的考试。

下雨天为考生撑起“爱心伞”，帮
助考生取回准考证，一路护送行动不
便的考生……据悉，自6月7日起，三
亚市公安局设立应急点4个，爱心服
务点8个，整治考点周边治安乱点，整
改各类安全隐患，全方位开展“平安
高考”安保工作，保障考试期间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和考场周边秩序井然，
确保考生人身安全、考点秩序正常、
考试有序进行。

本报海口6月 9日讯 （记者计
思佳）“旧书回收，践行环保；奉献爱
心，助力高考”——6月9日，在海南
华侨中学高中部考点的休息区，一
块旧书回收的招牌和两个纸箱很是
显眼。据了解，这是海南华侨中学
青年志愿者协会发起的旧书回收活
动，旨在让高考备考资料实现循环
使用。

“谢谢学姐，祝学姐高考顺利！”
当天中午12时30分，高考政治科考
试结束，考生小黄走出考场，经过旧
书回收箱时，顺手把自己书包里的一
本复习资料——《高考政治必背知识
点大全》放进了纸箱中，并得到了志
愿者的真诚感谢。

“政治考试已经结束了，这些资
料我应该用不到了。与其拿回去当

废纸卖掉，不如留给学弟学妹们。”小
黄认为，把高考复习资料进行回收再
利用，不仅绿色环保，而且能把知识
传递给有需要的人。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两
个纸箱加起来一共回收了十几本
书，包括《高考满分作文精选》《高
考语文必备古诗文》《高考英语词汇
学习必备宝典》等，还有考生个人整

理的作文素材本、错题本、试卷等资
料。

海南华侨中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会长王和祥介绍，该协会开展高考
备考资料回收活动已有5年的时间，
在学生中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我们
将把这些回收来的复习资料先进行
消毒分类，再分发给真正需要的同
学。”

海口中学生志愿者在考场外设旧书回收箱，让备考资料循环使用

旧书回收，留下一缕书香

三亚交警雨天护考。 陈俊锐 摄

综合

三亚：
174个考场平稳有序

本报三亚6月9日电（记者徐慧
玲）6月9日，三亚市第一中学、海南中
学三亚学校两个标准化高考考点174
个考场秩序井然，全体考生体温无异
常，无违规违纪现象发生。

当天，三亚各相关职能部门继续密
切协作，为考生保驾护航。三亚市教育
局落实落细考前组考防疫、试卷安全保
密、考试环境整治、考点考场管理、考务
组织、应急处置、后勤服务保障等“七个
强化”；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
员对考点周边市容及车辆乱停放行为
进行管控；三亚市交通部门派出111辆
大巴车点对点运送考生直达考场。

海口12345：
3天共处理
高考类办件112件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计思
佳）“我在网上提前预订了万达广场内
一处公寓酒店，到了酒店后却被告知
没有给我预留房间，并且让我补偿差
价后才能办理入住，我觉得这样非常
不合理。”6月6日晚，一位考生致电海
口12345智慧平台，说自己在网络上
预订的“高考房”遭遇临时加价。

接到投诉后，话务员很快将这一
情况反映给了海口市秀英区旅游和文
化体育局。该局立马派出工作人员到
现场沟通协调，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据了解，为确保高考工作的顺利
开展，海口12345智慧平台提前启动
了高考应急处置预案，将高考诉求件
统一列为紧急办件。数据显示，6月8
日 17时至 6月 9日 17时期间，海口
12345共受理涉及高考类办件112件，
其中涉及投诉噪音扰民问题78件。

三亚交警雨天提前上岗，确保考生人身安全、考点秩序正常

雨中护考，撑起一片“晴天”

我省认定16个省级
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
报记者6月8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儋州富星
果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等1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被
认定为2020年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16个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分别为：儋
州富星果菜农民专业合作社、儋州江发瓜果菜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儋州一片海渔业专业合作社、文
昌潮记文昌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文昌昌洒发发瓜菜
专业合作社、文昌绿康文昌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文
昌绿色田园黑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文昌天贶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琼海温泉发富油茶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陵水兴罗果蔬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乐东廷
富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屯昌丰谷粮食种植专业合
作社、琼中群富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琼中群生
养蜂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琼中长征合利禽畜养殖
专业合作社、琼中佳佳绿橙专业合作社。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市县要进一步加强示
范认定工作，强化典型宣传，引导广大农民专业合
作社向省级示范社学习，进一步规范农民专业合
作社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利益分配
机制，大力推行标准化生产，注重农产品品牌建
设，确保产品质量安全，不断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
带动农户能力，为发展现代农业、助力乡村振兴和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新贡献。

海口面向全国公开选调
84名学科骨干教师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
报记者6月8日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为加强海
口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发挥骨干教
师引领示范作用，该局面向全国公开选调84名学
科骨干教师（教研员），被选调者将按照规定办理
相关人事调动手续，符合引进人才条件的，按有关
政策享受相应待遇。

此次公开选调报名时间为2021年6月14日
上午9时至6月21日17时。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应聘人员登录海口市教育局门户网站（http：//jyj.
haikou.gov.cn），进入“海口市2021年面向全国
公开选调学科骨干教师（教研员）”专栏在指定的

“报名入口”报名。联系电话：0898-68724598。
此次选调对象为全国各级各类公办学校（含

教科研部门）在编在岗教师（含教研员），同时需满
足以下资格条件：非海口市教育局直属单位（含学
校、幼儿园）的在编在岗教师；有10年以上的教育
教学或教研工作经历，且从事相关学科教学或教
研5年以上，现仍从事一线教育教学工作；年龄要
求50周岁以下等。

海口市教育局选调工作领导小组将组织专家
对报考者的资格进行线上资格初审，按拟聘人数
4倍的比例确定进入面试环节人员。面试初定
2021年7月16日上午进行。

“一誓一课一体验”
禁毒宣传活动走进澄迈

本报金江6月9日电（记者高懿 昂颖）“珍
爱生命，自觉抵御毒品侵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锻造新时代接班人……”6月8日上午，由共
青团海南省委、海南省禁毒办主办的海南“一誓一
课一体验”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直播活动走进华
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

在禁毒教育宣讲过程中，讲师充分采用PPT
讲解与仿真毒品相结合的方式，从毒品的来源、种
类，吸食毒品的危害性及日常生活中如何拒绝毒
品引诱的应对技巧等方面，劝诫同学们提高对毒
品的防范意识，做到识毒、防毒、拒毒，并号召大家
争当禁毒宣传员，积极向周边人宣传禁毒知识，不
让毒品进校园、进家庭。

活动还设置了游戏互动环节，全校师生到禁毒
体验区进行禁毒VR体验、仿真毒品观摩学习，以及
参与禁毒知识趣味游戏。大家纷纷表示坚决抵制毒
品，洁身自爱，绝不沾毒，勇当禁毒宣传的标兵。

据悉，此次直播活动有近12万人次在线点
播观看。下一步，共青团海南省委将联合海南省
禁毒办在全省各中小学深入开展“一誓一课一体
验”禁毒直播活动，营造浓厚的禁毒宣传教育氛
围，让抵制毒品、绝不沾毒的意识植根于孩子们
的心田，为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昌江启动食品安全
宣传周活动

本报石碌6月9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6月8日，昌江黎族自治县食品安全委员会
多家成员单位在石碌镇金凯时代广场前，举办
2021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暨食品安全
周诚信教育活动，邀请群众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中
来，助力形成社会共治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今年食品安全周的主题为“尚俭崇信 守护阳
光下的盘中餐”，活动集中展示了昌江有关部门助
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维护食品安全方面的新
思路新举措新成效。

活动现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现场咨询，
向群众普及《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积极开展
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引导食品行业市场主体诚信
经营，倡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弘扬
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现场还开展食品免费快速
检测，检测品种以群众日常生活消费量较大的蔬
菜为主，随后现场告知群众检测结果。

“听了现场的宣传，了解了平时在生活中应该
怎样选择健康安全的食品，在吃饭的时候，应使用
公勺公筷。”昌江居民符春桃说。

从容应考

① 6月9日，在海南中学高
中部考点，考生考完最后一门科
目化学后，家长带着鲜花迎接儿
子，庆祝高考结束。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③ 6月9日，在五指山中学
考点，考生结束考试离开考场。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② 6月9日，在海南中学高
中部考点，考生轻松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6月9日是我省高考第三
天，海南考生进入“个性化”考
试阶段。我省各考点平稳有
序，考生们从容应对，轻松应
考。其中，部分选考物理、思
想政治、化学科目的考生已经
完成高考。6月10日将进行
历史、生物、地理三科考试。

同学们，加油，坚持就是
胜利！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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