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高招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赵
优 特 约 记 者 高 春 燕）根据我省
2022 年高招工作安排，我省 2022
年本科提前普通类、本科艺术校考
和须面试的高职（专科）提前批志愿
的填报工作于6月27日进行。我省
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的时间为6
月27日8：00至17：30，请考生点击
海南省考试局网站首页上的《2022
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系
统》填报志愿。

投档成绩达到本科批录取最
低控制分数线（即471分）的考生，
既可以在6月 27日填报本科提前
普通类志愿，也可以在其他批次志

愿填报规定的时间填报有关院校
专业组的志愿，考生若被所填报的
本科提前普通类院校录取，则在其
他各批次填报院校志愿不再作为
投档依据。

考生填报志愿须本人选考科目
满足拟报考院校专业组科目要求方
可报考。对于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
求的院校专业组，考生报考时不受选
考科目的限制。须面试的高职（专
科）提前批实行先报志愿后再划定面
试分数线。

此外，报考公安院校、中央司法
警官学院、军队院校、海南师范大学
乡村小学教师定向公费培养师范生

及地方优师专项计划、海南医学院
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等，须满足相
关条件。

据悉，本科提前普通类实行梯度
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设6个有先后
顺序的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
业组设6个专业志愿和服从专业调
剂志愿；本科艺术类“校考”及须面试
的高职（专科）提前批，实行梯度志愿
的投档录取模式，各设3个有先后顺
序的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
组设6个专业志愿和专业服从调剂
志愿。

本科提前普通类与艺术类（统
招）、体育类同时开展招生，艺术

类、体育类的考生如填报了在本科
提前普通类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则
分别不能再填报在本科提前部分的
艺术类（统招）、体育类招生的院校
专业组志愿。

本科艺术类“校考”批次的部分
院校由于受疫情的影响，取消了校
考，部分专业使用省艺术统考成绩及
高考成绩等综合排名录取。请艺术
类考生详细了解这部分学校的艺术
类招生章程，及时准确报考。

其他具体说明及《2022年海南
省普通高考语文、数学、英语成绩原
始分和标准分对照表》可登录省考试
局网站查看。

我省高职对口
单独招生考试
文化课成绩公布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 （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高春燕）根据我省
高职对口单独招生工作安排，6
月 26 日，2022 年海南省高职对
口单独招生文化课考试成绩向考
生公布。

考生可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网站
（http：//ea.hainan.gov.cn），凭本
人报考卡号和密码进入“2022年海
南省高职分类招生考试报名系统”，
查询自己的高职对口单招文化课考
试成绩。

我省本科提前批今日填报志愿

关注“全民禁毒在行动”宣传月

海口启动旅文行业
综合整治宣传活动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邓海宁）6月26
日是国际禁毒日，当天，以“监管整治树新风，坚守
自律创文明”为主题的2022年海口市旅文行业综
合整治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暨扫黑除恶及禁毒防艾
主题宣传活动在海口骑楼老街举办。

活动现场，百名海口旅文系统代表整齐列队，
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表达有法必依、知法守法、依
法办事，坚守旅文行业综合整治的决心。随后，多
名艺术爱好者和热心市民共同参与了文明城市长
廊主题创作活动，绘制全民共建自贸港的美丽画
卷。一旁的“一站到底”知识科普互动区同样吸引
了众多市民游客报名参与，通过现场的互动问答、
趣味小游戏等，让市民游客在娱乐游玩的同时学
习扫黑除恶、禁毒防艾等相关知识。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活动整合了扫黑除恶及禁毒防艾宣传、未
成年人保护宣传、保护知识产权宣传、防范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宣传、禁塑垃圾分类和食品安全宣传
等内容，旨在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线上线下
宣传活动，进一步规范旅文市场秩序和企业经营
行为。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旅文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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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底海南将举行
3场线下招聘会
累计供岗逾千个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易宗平）6月28
日至30日，海南将举行3场线下招聘会，截至6月
26日20时，已有39家用人单位报名入场，累计提
供岗位1064个。

6月28日8时30分至12时，位于海口市美兰
区和邦路3号的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一
楼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将举行2022年海南省“百
日千万行动”招聘会。目前已有21家用人单位报
名，共提供岗位566个。

6月29日9时至11时30分，位于三亚市吉阳
区迎宾路189号的市人力资源市场二楼招聘大
厅，将举行2022年三亚市“百日千万行动”招聘
会。目前已有4家用人单位报名，共提供岗位41
个。后续还将有相关用人报名，提供更多岗位。

6月30日8时30分至12时，省人力资源开
发局（省就业局）一楼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将举行
2022年海南省“百日千万行动”高校毕业生专场
招聘会。目前已有14家用人单位报名，共提供岗
位457个。

三亚破获一起“红油”走私案
总案值约200余万元

本报三亚6月26日电（记者李梦楠 通讯员
吴昊）6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海警局获
悉，日前该局根据线索破获一起走私“红油”案件，
现场查获涉嫌走私“红油”10余吨，查证119.78
吨，另外涉嫌非法捕捞渔获物70余吨，总案值约
200余万元。

据悉，“红油”为香港地区专用的添加红色染
色剂的免税柴油，根据我国相关规定，国内船只未
经批准不能擅自驶往香港加载“红油”，私自加载

“红油”的一律按走私行为论处。6月14日晚，该
局根据线索，在三亚市崖州中心渔港内查获1艘
涉嫌走私“红油”渔船。

经查，该船载有船员9人，油舱内存储有“红
油”10余吨。在对“红油”进行抽样提取时，海警
执法员发现油舱内有存储过大量“红油”的痕迹，
遂将涉事船员全部传唤至三亚海警局连夜进行审
理调查。

原来，该船船籍港为昌江黎族自治县，今年初
航行至香港海域时，船主为了节省加油费用，赚取
其中差价，私自非法加注“红油”119.78吨，直至
被查获时，船上“红油”消耗仅剩10余吨。目前，
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喜迎二十大 忠诚保平安”
——“海南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代表”事迹展播

■ 本报记者 良子

“他们总是最先进驻，最晚撤离，
有时候演唱会结束到半夜三四点，人
群都散完了，他们还在草丛绿化带认
真排查，‘公安蓝’让我们安全感十
足。”6月23日，在省委宣传部组织的
全国优秀公安英模采访团在三亚媒
体座谈会上，海南警盾安保股份有限
公司三亚分公司负责人孙文彬为三
亚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公共管理

大队点赞。
近日，该大队被授予“全国优秀公

安基层单位”称号。
“这是一群凌晨三四点还不睡觉

的人。”孙文彬说道，只要三亚有大型
活动，总有他们守护的身影。

2021年天涯海角海岛音乐节吸
引了省内外万余名歌迷聚集到一
起，由于散场时情况突变，一个出口
无法满足如此大人流量的通行。眼
看着人群通行的高峰即将到来，孙

文彬等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
是马上向值守在现场的公共管理大
队求助。

“赶紧，在这里，还有那里站一排
人，用‘人墙’来减缓人流量压力，要
快。”根据现场情况，该大队现场负责
人一边提出方案，一边组织警力借助
现场安保人员。不一会儿，一批批歌
迷就被分批次放行。

“机智”的他们，交出的漂亮成绩
单不止这一件。

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期间，
为保障电影节各项活动顺利举行，该
大队制定了相关方案，从开幕式安保、
闭幕式安保、交通保障、突发事件处置
等方面全方位进行保障，确保电影节
安全保卫工作顺利进行。

据统计，2018年以来，三亚市公
安局治安支队累计圆满完成5000人
以上的大型活动137场次，万人以上
的27场，做到有影响案件、重大火灾
事故、重大踩踏事故“零发生”。

媒体见面会上，记者注意到，队员
们不少是“熊猫眼”。“干了这行，就没
怎么睡过好觉，特别是疫情最艰难那
段日子，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吧。”队
员们笑着说道，尽管很累，但防疫屏障
守住了，所有人都很开心。

据悉，疫情期间，三亚市公安局治
安警察支队公共管理大队主要负责区
域协查任务，同时配合社会面管控等
任务，单日核查任务高达63580条。

（本报三亚6月26日电）

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三亚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公共管理大队：

守护公共安全的“夜猫子”

■ 本报记者 良子

近年来，琼海市公安局博鳌派出
所以深入开展“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创建活动为契机，探索警务手段创
新，建立“平安联创、工作联动、问题
联治”的“三联”警务机制，打造“党政
引领、属地管理，平时分散、用时集
中，规范培训、重点治理”的社会治理

“博鳌模式”，全力维护辖区稳定，走
出一条警民共建共治共享新路子。

海南日报记者走进博鳌派出所
后院，发现有一座“博乐亭”，辖区家

庭有矛盾、邻里遇纠纷都在这里开
“亭”调解。

博鳌派出所所长罗锋说，博鳌建设
项目较多，由于涉及征地拆迁，由此引
发的矛盾纠纷时有出现。为确保重点
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博鳌派出所组织力
量到建设项目周边涉及征地拆迁的村
庄开展滚动式矛盾纠纷排查摸底工作。

博鳌派出所还主动对接镇政府，
打通派出所与镇政府、村“两委”、一村
一警务助理、一村小组一警务员的日
常信息互通渠道，第一时间掌握矛盾
纠纷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利益诉求、矛

盾焦点等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调解
和疏导工作。

日常工作中，博鳌派出所通过进
校园、进村庄、进企业宣讲、交流，发放
防范警示卡片等形式，与群众“面对
面”“心贴心”交流，普及安防知识，为
群众排忧解难，搭建警民“连心桥”。

实施片区警务联动共治模式，探
索构建“平安联创、工作联动、问题联
治”的“三联”治安防控新机制工作，是
博鳌派出所的一大工作创新。

3月13日，一名在逃人员入住博
鳌镇某酒店，博鳌派出所接到指令后，

立即指挥警保联控队员赶往现场蹲
守，在酒店保安队员配合下，成功抓获
该名在逃人员。

“博鳌派出所整合各类治安联防
队、行业场所、酒店、小区保安和社会群
众等综治力量资源，组建一支158人的

‘三联’队伍，下设警保联控、义务民兵
联防等5个中队，开展邻里守望、联防联
控，提升共建共治水平。”罗锋介绍。

“三联”警务机制运行以来，博鳌
辖区打防管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021年 1月至10月，立案各类刑事
案件25起，同比下降24%，成功调解

纠纷317起，同比上升37%。
此外，博鳌派出所还积极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除隐患。其中，增设
警务便民服务站，让群众可以24小时
不间断自助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无犯
罪记录证明、居住证签注等业务，得到
群众的一致好评。

“很多时候，群众遇到一些麻烦事，
如丢东西、迷路、救援等，给博鳌派出所
打个电话，他们出警的速度非常快，能
有效解决问题，群众很满意。”海南幸福
天下旅居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
文非说。 （本报博鳌6月26日电）

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琼海市公安局博鳌派出所：

民警开“亭”解纠纷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王
黎刚）6月 26日上午，中国足球（南
方）训练基地授牌仪式在海口观澜湖
国际足球训练基地举行。据了解，中
国足协和海口市政府将努力把该基地
打造成为“中国国家队冬训基地”“海
内外职业球队以及不同层次、不同标
准的专业足球队的训练基地”“国际青
训基地和青少年比赛基地”“体育培训
和会议基地”“体育旅游基地”，支持中
国足球发展，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项目总
投资 10.2 亿元人民币，总规划面积

800亩。主要建设项目包括30块足
球训练场、可容纳861人的运动员酒
店和650人的球员餐厅、体能训练中
心、医疗康复中心、室内游泳馆、综合
办公楼、大型更衣区以及相关辅助配
套设施。整个项目已于2020年12月
底全面建设完成，并已投入使用。

2021年初至今，多支不同年龄段
的国家男女足球队和各省区市的职业
足球队先后在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
地冬训。2022年中国女子足球超级
联赛和2022赛季中国男子足球超级
联赛的比赛也在该基地举行。中国足

协场馆器材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位置优越，
气候良好，场地标准，配套完善，拥有
一流的训练、科研和康复硬件条件，具
备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基地落成
后，为各级男女足国家队以及国际国
内职业俱乐部和青少年队伍的训练、
科研、交流提供全方位保障，为前来参
加训练和培训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
员、科研医务人员给予周到的服务。
将为我国足球竞技水平提升、专业人
才培养、职业足球发展给予有力支撑。

海口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中

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正式授牌开启
了海口足球事业发展的新起点。海口
将加快完善基地配套设施和现代化的
体育场馆设施，推动基地成为体育运
动、体育教育、体育科技、体育消费新
高地；将努力探索“体育+旅游”“运
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子，为海
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体育旅游
示范区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省旅文厅主要负责人表示，省旅
文厅将推动该基地提质升级，将其打
造成集体育训练、竞赛、人才培养、科
教研发、运动康复、健康生活等多功能

为一体的国际级体育训练基地，为中
国足球振兴贡献海南力量。

据了解，从2018年起，中国足球
（南方）训练基地开始接待中国国家
男女足球队、国家各梯队队伍前来冬
训。此外，还先后接待中超、中甲、中
乙及欧洲职业球队等共计 30 支男
子、女子足球队前来训练。女超、中
超、全国大学生足球甲级联赛和第
24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相继在该
基地举行。累计2000多支队伍、共4
万多名国内外足球选手来该基地训
练和比赛。

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授牌仪式在海口观澜湖举行

着力打造国际级体育训练基地

最高获刑15年！

4起毒品犯罪案
在儋州公开宣判

本报讯（见习记者曹马志 记者林书喜 通讯
员郎小团）儋州市人民法院于6月24日举行了毒
品案件集中公开宣判活动，5名涉毒被告人因犯贩
卖毒品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一年十个
月不等刑期。

在被告人蔡某南犯贩卖毒品罪一案中，法院
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蔡某南为牟取非法利益，明
知甲基苯丙胺是毒品而予以贩卖，数量154.79
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根据被告人蔡某
南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蔡某南犯贩卖毒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
人财产九万元。

在另外3起案件中，被告人温某贩卖毒品氯胺
酮10克，以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
罚金5000元；被告人毛某朝、莫某鸿贩卖毒品海
洛因13.71克和甲基苯丙胺0.5克，以贩卖毒品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分处罚金2万元；被
告人吴某波贩卖毒品海洛因0.2克，以贩卖毒品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为进一步加强全民禁毒教育，在全社会营造
浓厚的禁毒氛围，儋州法院此次以“健康人生 绿
色无毒”为主题举行的“6·26”毒品案件集中公开
宣判活动邀请了儋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在
校中小学生近200人旁听了案件的公开宣判。

第24届中国大学生
篮球联赛一级联赛
（南区）海口开赛

6月26日晚，第24届中国大
学生篮球联赛一级联赛南区赛事
在海口体育馆打响。南区赛事共
有32支大学生男子篮球队参加。
揭幕战中，广东工业大学队以88：
75力克华侨大学队。随后东道主
海南师范大学对阵上海交通大
学。图为华侨大学队与广东工业
大学队比赛现场。

文/本报记者 王黎刚
图/本报记者 袁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