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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禁毒
海南法院集中公开宣判

涉及26宗毒品犯罪案件
56名被告人获刑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崔善红 刘小倩）在“6·26”国际禁毒日前夕，6月
25日，省高院部署开展海南法院毒品案件集中公
开宣判活动暨法治宣传活动，全省13家法院同步
对26宗毒品犯罪案件的56名被告人进行了公开
宣判。

据悉，全省法院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严打
高压态势，2020年以来，一审从严从重判处毒品
犯罪被告人1693人，先后建设完善了禁毒情报研
判机制、禁毒刑事政策研究机制、重大毒品案件指
导机制等，确立了毒品案件审判规则，将禁毒宣传
作为常态工作抓紧抓实，开展各类禁毒宣传百余
场次，受教育群众2.3万余人，做到了审理一案、
震慑一片、教育一方，为打赢打好新一轮禁毒三年
大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当天，海口中院依法对4件毒品案件5名被
告人进行宣判。同时，全省法院还充分利用“6·
26”国际禁毒日宣传节点，开展“护航自贸港，禁
毒在行动”系列宣传活动，以案说法，以案促教，切
实提升人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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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生可通过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ea.
hainan.gov.cn），点击高考成绩查询模块查询

2 考生可关注海南省考试局政务微信公众号
“海南考试”（微信号：hnkswx），点击“高考服
务”→“高考成绩”菜单查询

3 考生可通过手机（微信）扫描报考卡上的个
人二维码查询

4 考生可通过手机登录海南考试微应用，点
海南高考模块查询

5 考生可关注海南省教育厅政务微信公众号
“海南省教育厅”（微信号：hnsjytwx），点高考成
绩查询菜单查询

6 考生可通过百度APP，搜索“海南考试”小
程序，通过高考成绩查询栏目查询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记者
陈蔚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2021年
海南省普通高考分数查询通道已于
6月25日上午正式开通，考生可通
过6种途径查询成绩。

考生查询高考成绩后，如对成
绩有疑议，可在6月26日12时前携
带准考证到高考报名所在市县招生
办公室（考试中心）提出复核分数的
书面申请，并填写《考生申请成绩复
核登记表》。复核内容为答卷扫描

是否准确，答卷是否漏评，成绩统计
合成是否有误，以及提供给考生的
成绩是否一致等。省考试局将于6
月27日至28日组织专人进行复核。

对复核后发现分数有误的考
生，省考试局将对其分数进行更正，
更正后的成绩直接发送给考生本
人。复核后，分数无误的将于6月
30日前反馈给各市县招生办公室
（考试中心），由各市县招生办公室
通知考生。

6种途径查询高考成绩

关注·2021海南高考

离岛免税套购违法犯罪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针对离岛免税套购走私行为

海口海关已开展 12轮专项打击

打掉走私团伙80个

抓获涉案人员560余人

采取强制措施200余人

涉案案值约2.93亿元

涉税约4000万元截至今年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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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康明乐）6月25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海关获悉，自去年6
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发布以来，截至今年5月底，海口
海关已开展12轮针对离岛免税套购
走私行为专项打击，打掉走私团伙80
个，抓获涉案人员560余人，采取强
制措施200余人；涉案案值约2.93亿
元，涉税约4000万元。

去年7月1日起，海南离岛免税
新政实施，离岛旅客年度免税购物额
度由3万元提升至10万元，免税商品
种类由38类增至45类。一年多以

来，海口海关紧紧围绕大力支持海南
自贸港建设总体目标，为保证离岛免
税新政的顺利实施，坚决打击利用海
南离岛免税政策“套代购”走私违法
行为。

海口海关透露的查处案例显示：
去年3月至8月，犯罪嫌疑人刘某在
明知利用他人离岛身份信息和离岛
免税购物额度代购免税品行为违法
的情况下，组织并利用“人头”身份信
息在海南各免税店套购免税品2356
件，价值149.1万元，偷逃税款41.35
万元。去年8月，海口海关所属海口
美兰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对刘某等人

走私普通货物一案立案侦查。今年5
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
一审判决，对被告人刘某判处2年6
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60万元。

去年，犯罪嫌疑人刘某庆与李某
商议决定通过在本地招募“人头”，共
同利用他人离岛免税额度从三亚海
棠湾免税店购买免税化妆品至国内
市场进行二次销售牟利。去年7月，
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海关缉私分局对
刘某庆、李某走私普通货物一案立案
侦查。截至案发，该二人共招募“人
头”229名，套购离岛免税商品4574
件，价值303万元，经海口海关关税部
门计核，涉嫌偷逃税款45.99万元。
该二人到案后自愿认罪认罚，并于案

件审理阶段主动全额补缴偷逃税款。
去年12月，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
案做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刘某庆判
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
21万元；对被告人李某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26万元。

“在海关总署的领导下，海口海关
在不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的同时，对
利用离岛免税政策的‘套代购’走私
违法行为，始终保持‘露头就打’与

‘破大案、打团伙、摧网络’相结合高
压严打态势，坚持深化协同治理，配
合海南省政府制定出台《海南离岛免
税严重失信主体联合惩戒工作方案》，
对离岛免税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
惩戒。”海口海关有关负责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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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3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20) 海仲案字第
803号裁决和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执行申请
执行人陈河池与被执行人海南天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在执行中，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南天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三亚远丰公寓式

酒店3主楼第2层商业房产(暂以人民币960107. 73元为限)，该房产
及相应土地使用权查封期限三年。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拟
对上述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
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
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邮编: 570206
联系人：唐平 联系电话: 0898-36660513

同天，省考试局还公布了高考普通类考生成绩分布表

高考成绩发布 6种途径查分
对成绩有疑议可于6月26日12时前申请复核

2021年海南省普通高考本科批等批次分数线划定

本科批普通类分数线为466分

严厉打击利用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套代购”走私违法行为

海口海关已打掉走私团伙80个

66月月2323日日，，位于临高县金牌西位于临高县金牌西
港的海南海洋装备产业先行区内港的海南海洋装备产业先行区内，，
游艇制造商游艇制造商““锦龙超级游艇锦龙超级游艇””正在对正在对
旗下产品进行总装旗下产品进行总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元才陈元才 摄摄

高端游艇产业高端游艇产业
助力临高助力临高““远航远航””

万宁加速推进
小学毕业生游泳培训

本报万城6月25日电 （记者袁宇）6月 2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教育局获悉，为确保小
学毕业生8月份前全部完成游泳培训并获得证
书，该市通过划分责任片区、倒排时间表等方式，
加快游泳教育课普及工作推进。

目前万宁已建设并投入使用学校游泳池共
11个，推广游泳教育采取“学校+企业”的合作方
式，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从事游泳池
管理和运营及教学工作，从“文化常识、技能学习、
水上体验、防护救助”四大模块开展培训课程，全
面加强学生的游泳培训。

万宁市各学校将于暑假开展游泳暑假作业主
题活动，通过增强游泳培训趣味性，进一步激发孩
子学游泳的积极性，引导更多学生参与进来。全
市学生游泳培训工作将分片区负责，并给各学校
和培训机构倒排时间任务表，确保在8月底毕业
前完成小学毕业生学会游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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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育

白沙荣获
“全国科普示范县”称号

本报牙叉6月25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梁如金）日前，《2016-2020年度全国科普示范县
（市、区）总结评估优秀名单》公布，白沙黎族自治
县榜上有名，成为海南唯一一个荣获“全国科普示
范县（市、区）”称号的市县。

经统计，截至2020年底，51名农业专家或生
产技术能手组成白沙扶贫产业科技专家团队；44
名具有技术特长的科技人员组成科技特派员团
队；310名白沙县扶贫产业指导技术人员，经常深
入农村开展科技推广、成果转化、技术咨询与服
务，为助力白沙高质量实现脱贫摘帽提供了坚实
的人才智力支撑。

白沙科协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着力
在科普对象的广度上、科普基础设施的建设上、
科普品牌的打造上、科普手段的创新上下功夫，
推动科普对社会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等工作的
参与度，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推白沙经济社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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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科技

本报海口 6 月 25 日讯
（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高春
燕）6月 25日，省考试局发布
公告，划定2021年海南省普
通高考本科批、部分特殊类型
招生及艺术类本科批（文化
课）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本科批普通类分数线为466分，体育类分数线为414/75分

国家专项计划普通类分数线为466分，体育类分数线为414/75分

部分特殊类型招生投档最低分数线为569分

艺术类本科分数线为350分

其
中

投档成绩为考生高考成绩综合分、照顾分之和。
考生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查看成绩分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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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酒店与餐饮业
发展大会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记者罗霞）6月 25
日，第二届中国海南自贸港酒店与餐饮业发展大
会暨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2021年会在海口举
行。来自岛内外的与会嘉宾纷纷看好海南自贸港
发展前景，建言抢抓自贸港机遇，迎合市场需求，
做大酒店与餐饮业。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表示，在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境外高端消费回流，新零售等发展活
跃。海南酒店与餐饮业要充分发挥自贸港优势，
积极迎合消费升级需求，加快多维度、多方向转型
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

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联合相关单位会上
发布了《2020-2021年海南酒店与餐饮行业发
展报告》，剖析我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发展现状、
存在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等。会议期间，海南酒店
与餐饮业创新发展峰会暨供应链资源对接会等
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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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2部门资助贫困大学新生

符合条件贫困生
可获资助5000元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为解决贫
困家庭中品学兼优的大学新生学费问
题，近日，海口市教育局和市计生委分
别组织开展2021年资助贫困大学新
生活动，符合条件的贫困大学新生可
获一次性资助5000元。

资助渠道包括“爱心助学”和“计划
生育特困家庭子女大学新生奖励”2个
项目。“爱心助学”项目资助考取本科高
等院校的贫困家庭优秀大学新生；考
取高职专科院校的脱贫家庭学生（原
建档立卡）、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垦
区建档立卡、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城
乡低保家庭和城乡特困供养大学新生。

“计划生育特困家庭子女大学新
生奖励”奖励符合计划生育特困家庭
子女大学新生奖励条件的本、专科大
学新生，要求具有海口户籍且为2021
年海口市直属学校高中应届毕业生。

申请人可通过海口市教育局官网
查看其他条件和申请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