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高春燕）6月25日，省考
试局发布公告，划定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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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本科批普通类分数线为
471 分，体育类分数线为 416/74

分；国家专项计划普通类分数线为
471 分，体育类分数线为 4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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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分。
同天，省考试局还公布了高考普

通类考生成绩分布表，900分以上3
人，800 分以上 91 人，700 分以上

150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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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官方网站查看成绩分布位置。

2022年海南高考本科批等批次分数线划定

本科批普通类分数线为471分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高春燕）日前，省教
育厅印发《2022年海南省普通高校
招生实施办法》，明确2022年高考
网上志愿填报工作将从6月27日
启动。

省考试局提醒，考生在填报志
愿前，应详细了解我省平行志愿、
梯度志愿的投档规则、程序和办
法，了解填报志愿须知、要求、注意
事项，掌握填报志愿的操作方法，
认真查阅《填报志愿指南》刊登的
院校招生计划或通过志愿填报辅
助系统筛查拟报考院校专业组和
专业，在填报志愿系统中准确选择
报考的院校专业组和专业，并认真

核对，确保所点击的志愿与本人的
意愿一致。考生需登录有关高校
的网站了解拟选择学校的招生章
程及录取规则，严肃审慎地报考学
校和专业。

考生要按本人报名时选报的报
考科类填报在该科类招生的院校专
业组。其中，普通类的考生只能填
报在普通类招生的院校专业组和专
业，且选考科目必须满足拟报考院
校专业组科目要求方可填报。

根据工作安排，各批次按志愿
录取结束后，省考试局组织还有招
生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征集志
愿，征集志愿数量与各批次设置院
校专业组的志愿数量相同。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计
思佳 赵优 见习记者刘晓惠）2022
年高考落下帷幕后，考生们还有一场

“硬仗”要打，那便是高考志愿填报。
6月25日，2022年海南省普通高校
招生现场咨询会在海口喜来登酒店
会议中心举行，全国120多所高校的
海南招生办负责人参加。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时发现，多所知名高校都拿
出了“王牌专业”在海南进行招生，并
根据海南自贸港产业发展需求对招
生专业进行了调整。

当天的活动吸引了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
江大学等众多全国知名“双一流”高校
参加，加上当天上午高考分数刚刚公
布，前来咨询的考生、家长络绎不绝。

“今年武汉大学在海南的普通类
招生有43个名额。其中，法学、新闻
传播学、计算机、工程实验班、遥感科
学和技术、生物科学都是我们学校报
考最为热门的专业。”武汉大学海南
招生组工作人员居森林表示，海南正
在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并提出要打
造海南国际设计岛，“基于此，今年我

校对海南的招生专业进行了调整，增
加了建筑类专业的招生，设置2个名
额，助力自贸港人才培养。”

“今年我们在海南投放了90个
招生名额，包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
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
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技术等专业，全都
是热门专业。本科毕业后无论是直
接就业还是继续读研深造，都有很好
的发展。”南京邮电大学海南招生宣
传组负责人叶刚介绍，今年投放在海
南的招生专业主要围绕软件、IT、通
信领域，全都是该校的优势专业，“互
联网产业是海南四大主导产业的重
要内容，这样的专业设置也符合海南
自贸港的产业发展需求。”

南京邮电大学还邀请了该校
2019届海南籍研究生吴钟杰现身说
法，为考生和家长分享在大学的学习
生活体验。“我是海口人，本科和研究
生都在南京邮电大学就读，学的是通
信工程专业。研究生期间，我申请了
3项专利。我们学校学生的就业前
景非常好，很多就职于BAT、华为以
及三大电信运营商。”吴钟杰说，他目

前已经和中国电信海南公司签署了
就业协议，马上就要入职，“海南发展
越来越好，能回来建设家乡，照顾父
母，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同时，不少高校招生办负责人也
表示，相比于录取分数和专业就业前
景，高校的保研率，转专业政策成为
考生家长报考时新的关注点。

“华中科技大学转专业实行‘转
出无门槛’政策，学生进校后有4次
转专业机会，每年均有1000余名同
学成功转专业。作为‘985工程’高
校，我们学校每年的保研率和考研录
取率都很高。”华中科技大学海南招
生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考研变
得越来越激烈，很多考生在报考大学
的时候就会关注学校的保研率。同
时，对于一些考分不占优势，担心自
己无法被心仪专业录取的考生，也非
常关心入校后的转专业政策。

据介绍，接下来，这些高校招生
办还将走入海南中学、海南华侨中
学、海口市第一中学等学校，开展高
校招生现场咨询会校园专场，考生和
家长可持续关注。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赵
优 通讯员刘丹）6月25日，为期三天
的海南省2022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以下简称中考）开考。海南日报记
者从省考试局获悉，2022年参加我省
中考的九年级考生共有12.46万人，
八年级参加生物、地理考试的考生共

有13.56万人，均创参考人数新高。
今年中考，全省共设18个考区，

86个考点，九年级考场数4211个，
八年级考场数4587个，同时根据疫
情防控要求，在每个考点设置了一定
数量的备用考场和隔离考场，确保不
同情况的考生均能顺利参加考试。6

月25日上午为语文科目的考试，下
午为物理、化学科目的考试，考场秩
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

考前，省考试局先后组织了市县
工作人员考务实施培训、英语听力考
务专项培训和省派巡考员巡考职责
培训，并发布了面向广大考生的疫情

防控公告和考前提示，确保各项工作
严谨细致实施。

各市县高度重视2022年中考组
织实施工作，成立了政府分管领导担
任主任的考区委员会，建立了教育、
公安、宣传、保密、卫健、疾控、应急管
理、市场监督管理、通信、电力等部门

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齐抓共
管，落实分工，全力保障中考安全顺
利进行。

据悉，省考试局将继续在中考期
间 设 立 考 风 考 纪 举 报 电 话
（13098999761），及时受理群众投
诉，接受社会监督。

海南中考开考 考生人数创新高
全省共设18个考区，86个考点

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海口举行

高校王牌专业向海南考生“招手”

高招工作明日启动
本科普通批考生7月4日至7日填报志愿

录
取
日
程

本科提前部分，本科艺术校考招
生录取的学校，军队、公安（含国家专
项计划）、司法、消防类本科学校及安
排在本科提前普通类录取的其他本科
学校

各录取批次学校录取时间及预计征集志愿时间略有不同

第一阶段：
6月27日

本科体育类招生录取的学校，本
科艺术类统一招生录取的学校，国家
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保送生、强
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高水平艺术
团、高水平运动队、中国科技大学少年
班等特殊类型招生

本科普通部分（含普通类、民族班
和预科班）

第二阶段：
7月4日—7日

高职（专科）部分，高职（专科）提
前批（提前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以
及高职（专科）批（普通类）

第三阶段：
7月30日—8月1日

6月25日，2022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海口喜来登酒店会议中心举行，吸引
上万名考生和家长到现场咨询。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杨奕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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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招中考 助企纾困 推动发展

我省近期将发放
1.8亿元稳岗返还资金
惠及职工35万人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易宗平）6月2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我省继续实
施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近一个月以
来，全省已公示符合稳岗返还条件的企业约1.5
万家，涉及返还金额约1.8亿元，将惠及职工约
35万人。

我省大幅度提高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持续
承压的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相应提高大型企业
返还比例。大力畅通资金返还渠道，全面推广“免
申即享”新模式，及时为企业“输血供氧”，从源头
上稳住岗位、稳住就业。5月下旬我省已启动稳
岗返还发放工作，近期将陆续发放到位。

据介绍，我省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已有一年，今年将持续聚焦帮
扶受疫情影响的困难行业，实施阶段性缓缴养老、
失业、工伤三项社保费政策，并扩大实施范围和延
长缓缴期限，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进一步为企
业纾困解难。

为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我省在发放失业
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等常规保生活待遇
的基础上，今年再延续实施失业补助金政策一年，
做到应发尽发、应保尽保。

在补贴补助发放范围方面，我省将技能提升
补贴受益范围由目前的企业在职职工拓展到领取
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进一步激励劳动者积极
学习技能，提高就业竞争力，增强就业稳定性。同
时，我省新增高校毕业生扩岗补助。今年底前，阶
段性实施高校毕业生扩岗补助政策，以激励企业
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稳
就业功能。

我省公布第三批24家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金
浩田）6月24日，省教育厅公布海南省第三批中
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海南省博物馆、百
花岭等24个基地榜上有名。

为推动我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建
设，根据海南省教育厅等12部门《关于推进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的实施意见》精神，省教育厅组织
了第三批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申报
和评选工作。经专家评议、实地核查、厅务会审
议，并公示无异议，评选出24个海南省第三批中
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并公布基地名单以及
联系方式。

省教育厅要求，各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
育基地要珍惜荣誉，在基地建设、课程研发、活动
组织、队伍建设、安全保障、宣传服务等方面不断
提升水平，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提供更
好支持。

琼海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各级党员干部一线
整治环境卫生

本报嘉积6月25日电（见习记者黎鹏 通讯
员刘云鹏）在“七一”来临之际，为持续巩固提升全
国文明城市整改成效，6月25日上午，琼海开展

“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发动全市各级党员干部
下沉到村（社区、居）整治环境卫生，努力为群众打
造整洁优美的生产生活环境，用实际行动擦亮全
国文明城市靓丽名片。

当天上午，在嘉积镇文坡社区，琼海市气象局
全体党员干部身着志愿者马甲，手持扫帚、垃圾铲
等劳动工具在社区内的背街小巷之中来回奔忙，
大家配合默契，干得热火朝天，不一会便将路边的
落叶等垃圾杂物清扫干净。

此次“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旨在切实发挥
该市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引导全市党员干部积极投身一线，带
动更多的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到全国文明城市建
设工作中来，凝聚起做好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
的强大合力。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高春燕）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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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可通过海南省
考试局官方网站等4种途径查询成

绩，自行下载并打印成绩单。
考生查询高考成绩后，如对成

绩有疑议，可在6月26日12：00前
携带准考证到高考报名所在市县招
生办公室（考试中心）提出复查分数

的书面申请，填写《考生申请复查普
通高考各科目成绩登记表》。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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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涉及评分标准的宽严问题。省考
试局将于6月27日至28日组织专
人进行复查。

对复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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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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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
心）通知考生。

高考成绩发布 4种途径查分
对成绩有疑议可于今日12时前申请复核

考生可通过手机登录“海易办”，点击“海南考试服务”➝“海南高
考”，进入“成绩查询”模块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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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通过手机（微信）扫描本人报考卡上的个人二维码查询；

种途径
查询成绩
4

考生可关注海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省教育厅”（微信
号：hnsjytwx）或海南省考试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考试”（微信号：
hnkswx），点击高考成绩菜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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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170”精神
汲取前行力量
海南海马党委与松涛大坝管理区党支部
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那大6月25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齐飞）6月25日，海南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与
松涛灌区管理分局大坝管理区党支部联合开展

“赓续‘170’精神，汲取前行力量”主题党日活动，
双方党员干部50余人参加活动。

当天上午，党员干部们首先参观了松涛
“170”文化广场和大坝主体工程，认真聆听松涛
水利工程建设的故事，重温当年水利建设者“靠艰
苦奋斗，与洪水赛跑，用忠诚筑坝”的“170”精神。

据了解，松涛水库位于南渡江上游，是全国十
大水库之一、海南省最大的水库、海南省重点饮用
水源保护区，也是多功能大型综合水利工程。
1959年，松涛水库近20万建设者在当时简陋的生
产条件下，在洪峰到来前将大坝从125米高程筑到
170米高程，完成了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以实际行动保护松涛水库水资源、水生
态、水环境，党员干部们来到松涛水库一二级饮用
水源地清理垃圾。不到1个小时，将库岸清理得
干干净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