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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高招专科批录取
最低控制分数线划定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见习记者黎鹏 特约
记者高春燕 实习生丁馨）海南日报记者8月2日
从省考试局获悉，2022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
批网上填报志愿工作已于8月1日结束。省考试
局根据填报志愿的考生人数、投档成绩以及本批
次的招生计划，划定了2022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专科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其中，普通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250分；
体育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文化成绩240分、
专业成绩55分；艺术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文
化成绩175分，其专业类别中的美术类、声乐类、
器乐类、舞蹈类、主持与播音类、书法类等类别专
业成绩均为137.5分。

海南中招第三批志愿
今日开始填报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见习记者黎鹏 实习
生丁馨）海南日报记者8月2日从省考试局获悉，
2022年海南省中招提前批，第一、二批次的录取
工作已经结束。考生可登录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管理系统（https：//zz.hnks.gov.cn/zk/）或
通过海易办APP查询录取结果。目前未被录取
的在库考生可于8月3日至4日16时填报志愿，
参加第三批次学校的录取。

本批次共设12个学校志愿，考生可同时填报
6所普通高中学校志愿，以及高校五年一贯制招
生计划、中高职“3+2”连读及中高职“3+2”分段
培养试点班的6个学校专业志愿。6所普通高中
学校的志愿在8月6日至7日进行录取，8月8日
至9日录取其他学校志愿。

本批次采用平行志愿的投档方式进行录取。
平行志愿录取时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
则进行投档，对考生按总分从高到低排序进行一
次性投档，即所有考生排一个队列，高分者优先投
档。每个考生投档时，根据考生所填报的学校顺
序，投档到排序在前且招生计划未满的学校。

花炮全国邀请赛
五指山开赛

本报五指山8月2日电（见习记者苏杰德）
海南日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2022年花炮全国
邀请赛暨裁判员教练员培训班活动于8月1日至
8月4日在五指山市举行。这是第十二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单项热身赛事之一，来
自浙江、广西、海南、云南、宁夏等5个省、自治区
的6支代表队参赛。

本次活动由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五指山市政府联合主办，五指
山市民族事务局承办，主要目的是为第十二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测试和热身，完善竞
赛规程、锻炼比赛队伍。赛事期间将开展花炮比
赛和花炮裁判员教练员培训两项主要活动。

花炮也叫抢花炮，是流行于我国侗族、壮族、
仫佬族等民族中的一项男子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迄
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起，抢花
炮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
竞技项目、大型重点竞技项目。

海南大学与英国伦敦大学
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见习记者黎鹏 通讯
员吕燕萍）近日，海南大学与英国伦敦大学签署合
作协议，设立海南大学伦敦大学授权教学中心（以
下简称教学中心），引进伦敦大学国际预科课程体
系，提升海南大学国际化办学水平。

根据协议，凡在教学中心攻读伦敦大学国际
预科课程的学生，均具有伦敦大学学籍，享受伦敦
大学所有线上学习资源。在教学中心学习4门预
科课程，修满学时后参加由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
育处举行的全球统考，成绩合格者即可获得伦敦大
学颁发的国际预科毕业证书。学生参加为期一年
的伦敦大学国际预科课程的学习，顺利毕业且成绩
优异者，均有资格通过教学中心申请，入读伦敦大
学旗下学院或北美、欧洲、澳洲等地的大学。

据悉，伦敦大学成立于1836年，是英国最古
老和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请戴好口罩，扫码，测量体温
……”8月1日下午，儋州市盛源御景酒
店门口，儋州文旅公交巴士服务有限公
司驾驶员王大勇确认乘客无异常情况
后，缓缓启动车子，驶向那大镇全民健
身活动中心——省第六届运动会羽毛
球和排球赛事场馆。连日来，从比赛场
馆到酒店，王大勇在“两点一线”循环跑
车，保障比赛顺利举行。

据介绍，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
事活动暨第十四届海南省全民健身运
动会儋州赛区比赛时间为7月28日至
8月7日。目前，篮球、乒乓球、羽毛球、
九人排球、围棋、提水抗旱、爬椰树等
29个项目分别在儋州市那大镇、兰洋

镇、海花岛和洋浦如火如荼开展中。
“此次赛事活动运输保障涉及11

家酒店，比赛场馆众多，各市县代表团、
裁判技术团队、工作人员、志愿者等总人
数近5000名。”洋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
输和港航局局长邵晋宁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聚焦赛事需求，该局联合赛事执委会
后勤保障部、儋州文旅公交巴士公司、洋
浦公交公司和儋州海汽运输公司，成立
了高效运转的交通运输保障工作专班，
实行驻点联合办公。

为满足每日赛事活动期间交通
运输保障需求，儋州交通运输保障
工作专班与赛事执委会接待服务
部、竞赛部密切对接，及时掌握参赛
运动员、领队和裁判的住宿点、赛
点、接送时间等信息，采取上午、下

午、晚上分时段进行滚动发班，根据
竞赛日程及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发
班表，并及时通过在酒店张贴公告、
微信推送等渠道进行发布。

“各项比赛的实际赛程会与原计
划时间有所不同，随时都有可能变更，
我们需要随时待命，及时调整车辆安
排。这给车辆现场调度和调配都带来
了挑战。”儋州文旅公交巴士服务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秋林介绍，为此，该公司
联合交通、交警等单位提前对线路和车
辆停靠位置进行了现场踩点，科学设计
线路，每个酒店及赛场都安排一个驻点
工作人员，确保每名参赛人员都能准时
参加比赛。

儋州文旅公交巴士服务有限公
司线长刘文锋说，疫情防控是保障本

次赛事活动顺利举行的非常重要的
工作，必须贯穿赛事活动始终，现场
工作人员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所
有人员上车前都必须扫码、戴口罩、
测体温，车辆每个单程必须进行消
毒。同时，每次发车之前进行车辆安
全例检及消杀工作，并对驾驶员开展
安全教育培训，每个参与保障的驾驶
员要落实核酸检测“2天1检”，确保
省运会群众赛事活动期间保障服务
车辆安全有序运营。

邵晋宁表示，儋州市在做好省
运会群众赛事活动每日交通保障基
础上，坚持实战练兵，不断总结完善
服务保障经验，为即将举行的省运
会竞赛活动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
务保障。 （本报那大8月2日电）

儋州高质量保障
运动员餐饮场所安全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黄
汉元）为高质量保障省运会期间参
赛运动员的就餐消防安全环境，近
日，儋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住建
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总工会等
多部门深入省运会参赛运动员餐
饮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此次检查的重点，主要围绕参赛
运动员食堂各项安全责任制度落实
情况，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
消防设施、设备是否完好有效，应急
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好用，巡
查、检查记录是否完整，液化气使用
是否符合规范，用火、用电、用气情况
是否符合标准等进行了详细检查。

检查结束后，检查组要求餐饮
场所负责人时刻紧绷安全弦，严密
细化安全管理措施，定期组织员工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关注省运会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5分钟，可以讲一个怎样的故事？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书记陈儒茂从

一朵“花”说起。
“去年，村民自营的民宿、农家乐

户均增收15万元，近百户群众销售特
色农产品，户均增收2.2万元！”8月2
日，省政协会堂，站在巨幅的昌江王下
乡风景图前，他将这个曾经不通车、不
通电、不通网的深山黎寨，是如何开出

“文旅花”的故事，娓娓道来。
讲故事的人语气高亢，台下听众

聚精会神。
当天，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赛”

在这里举行。
“打擂台”的是谁？来自全省18个

市县的党政主要负责人。
比什么？乡村振兴亮点。

“糯米二两肉二两，五张粽叶一蛋
黄，三纵三横紧紧绑。”定安县委书记
刘峰松的故事开篇颇为诱人，他将“亮
点”浓缩在一个个定安粽里，“如今，定
安大大小小的粽子企业有100多家，
粽子品牌有50多个。”

“我们跳出椰子只适合在沿海规
模化种植的惯性思维，攻克‘椰子上
山’的技术堵点，把椰子种出了‘科技
范’。”屯昌将金椰子作为产业切入点
和发力点，该县县委书记凌云的讲述
则从一个个金椰子开始。

“我们比照广西螺蛳粉、福建沙县
小吃，以‘三促、三化、三联’为抓手，打
造文昌鸡特色产业，助力乡村稳步振
兴。”轮到文昌市委书记龙卫东登台，
故事的主角当然是一只只文昌鸡。

从定安粽到金椰子再到文昌鸡，
一个个活色生香的“5分钟”，串起一
幅亮点纷呈、交相辉映的乡村振兴画
卷。而这样一幅画卷里，当然少不了
人的故事。

将柚子从3.5元一斤卖到398元
一个的“柚子夫妇”，是澄迈小有名气
的新农人。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澄迈县委书记尹丽波给出答案：“品
质”和“品牌”。

昔日的贫困户梁冬梅，今年收入
15万元，住进了“荔枝楼”。海口市委
副书记、市长丁晖说，她的幸福源于火

山荔枝品牌效应，而后者又离不开“品
牌响、物流快、上市早”三个关键词。

从渔村姑娘到全国冲浪冠军，黄莹
莹的成长故事是万宁抓住人才“金钥匙”
的一个缩影。万宁市委书记盖文启说，
万宁解锁产业致富密码的“金钥匙”还有
党建、生态和政企协作。

对于不同市县而言，打开乡村振
兴大门的“金钥匙”各不相同。“金钥
匙”怎么找？擂台上，每一位讲述者都
给出了不同的“答卷”。

“答卷”，没错。这是一场“讲”乡
村故事、“亮”工作成效、“比”工作干劲
的“擂台比武”，各市县“比武者”逐一
登台、各显身手，来自国内高校、省相
关部门的评委现场亮分，真刀实枪。

“95！”这是当天的最高分，得主
为昌江，得分来自主题内容、语言表

达、展示台风与展示时间的综合考
量。实至名归，讲述者结尾时发出的
那份邀约——“木棉花开时，我在黎花
里，等风又等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登台打擂”是为了互学互比、以
竞促干，而当一条条从基层实践中摸
索出来的金点子频现时，“擂台”也俨
然成了集智慧、开思路的“课堂”。

从三亚“钱粮双丰收”的做法，到
陵水远景村通过走传统农业组织化生
产之路实现逆袭，再到琼中以国企平
台公司吸引一批社会资本进村……正
如当天的评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汪
三贵所言，当18个市县的18个实践
故事一一铺陈开来，构成的正是一幅
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琼岛乡村新景。

（本报海口8月2日讯）

擂台赛上的乡村“画卷”

儋州织密公共交通网，保障省运会群众赛事

确保每名参赛人员准时参赛

近日，在儋州市迎宾大
道，夜幕降临后，灯火辉煌。
作为通往省第六届运动会主
场馆的门户大道，儋州市迎
宾大道日前启动了提升改造
工程，涉及排水、照明、绿化、
配套设施等，目前已经改造
完成。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儋州市迎宾大道：

夜景靓 氛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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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状况：全省3个地级市开展
监测的10个在用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或优于国家
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备
注：饮用水水源为原水，居民饮用

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自来水厂
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水系

统作为饮用水。）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2年6月15日

2022年5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环境空
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HJ663-2013）和《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排名技术规定》（环办监测〔2018〕
19号）评价，2022年5月，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8%，其
中，优级天数比例为93.7%，良级天

数比例为6.1%，轻度污染天数比例
为0.2%，无中度及以上污染天。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市县
分别是五指山市、三沙市和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排名靠后的市县分
别是临高县、海口市和澄迈县。
2022年 4月全省19个市县环境空
气质量排名如右：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2年6月9日

2022年5月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市县名称

五指山市

三沙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三亚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屯昌县

琼海市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183

1.233

1.255

1.256

1.293

1.319

1.364

1.384

1.403

1.407

排名

11

11

13

14

15

16

17

18

19

/

市县名称

万宁市

东方市

文昌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定安县

儋州市

澄迈县

海口市

临高县

/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439

1.439

1.487

1.511

1.528

1.541

1.565

1.566

1.651

/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尹建军）8月1日，海南省人
口数据起底式大清查房屋调查工作视
频动员部署培训会在海口召开，标志
海南正式启动人口数据起底式大清查
房屋调查工作。会议要求，按照应采
尽采、全面覆盖的原则对辖区内实有
房屋、实有人口基础信息开展上门集
中核查、采集，为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

全省人口数据起底式大清查专项工作
提供房屋基础数据支撑。

为进一步摸清全省全员人口基数
数据底数，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
人口数据起底式大清查专项工作方
案》，决定开展人口起底式大清查专项
工作，对全省范围内实有房屋、实有人
口基础信息开展上门集中核查、采集，
实现人房关联、查房知人、查人知住。

7月6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联合省
公安厅、省财政厅、省住建厅印发《海
南省人口数据起底式大清查房屋调查
工作实施方案》，开始全面部署房屋调
查工作。

会议明确，要规范调查程序，不折
不扣按时保质完成房屋调查各项工作
任务。从今年8月到11月底，完成已登
记房屋和未登记房屋的调查工作，年底

前各市县按照规范要求提交调查成
果。本次调查采取信息化采集和自主
填报相结合的方式，由市县选择技术队
伍先采集楼栋信息，再通过发动基层工
作人员、各社会力量引导群众下载APP
线上填报信息。一是按照应采尽采、全
面覆盖的原则和完整、准确、现势的要
求，对全省辖区范围内（不含三沙市）实
有房屋基础信息开展集中核查、采集。

通过采取技术调查和数据整合完善相
结合的方式，全面起底式调查和完善全
省已发证和未发证房屋基础信息。二
是统一调查标准时点前在全省范围内
实际建成的房屋，包括城镇（含垦区）和
农村区域范围内所有的房屋。主体结
构未完工的建筑物以及简易棚不在本
次调查范围之内。三是统一调查的标
准时点是2022年6月1日零点。

我省启动人口数据起底式大清查房屋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