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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从省中招办了解到$#"!#年面
向全省招收高一公费生的民办高中学
校已经增至$所%这$所民办高中学校拿
出了%&#个公费生计划$ 均在第二批次
招生% 每所学校至少拿出了!个班的计

划"!"

#$%

#用于招收公费生%

招收公费生的民办高中学校和
招公费生人数如下&海南东坡学校招
!'"人' 琼海嘉中海桂学校招!("人'

湖南师大附中海口中学招("人'海口
景山学校招("人'海口华兴学校招("

人'海口海政学校招("人'琼海华星
学校招!"#人'海南鲁迅中学招'"人'

海南华侨中学三亚学校招("人%部分
民办学校为回报社会$还对贫困学生
有特殊照顾% 海口景山学校负责人
称$最近几年来$该校每年斥资#""万

元资助优秀贫困高中生完成学业%今
年除招("名公费生外$还将招)"名左
右的免费生$免除其学费'住宿费$每
月还为其发放)""元生活费补助$生
活费补助直接打进饭卡% 这意味着$

不用花家里的钱也可读完高中%

&'""

4567,89

在海口千家村小区有上千户家
庭$ 超过*"""多居民$ 他们生活饮用
水$ 全靠一口)""多米深的水井供应%

管理人员介绍说$千家村小区是上世
纪$"年代初建设的解困房$小区用水
是自备水井$ 靠)台水泵将水供到)#

栋楼每一户居民家中$其中$最高的
是第$层%

由于这口水井对居民非常重
要$它被(藏)在屋子里边$还有专门
的工作人员看管% 海口市水务部门
有关负责人介绍$ 包括千家村小区
在内$ 目前全海口市约有'"余家单
位和居民小区采用地下水% 这些水

井是经海口市水务局及海口市卫生
局检验检测合格后$批准使用的% 每
年他们都会联合卫生部门对许可使
用地下水单位和小区的水质进行检
查$ 水质不合格的$ 责令其进行改
造% 经检测$目前海口地下水都是比
较优质的地下水%

(海口农村居民基本都是饮用地
下水$整个海口市目前大概有#"+的
居民饮用地下水% )海口市水务部门
有关负责人说$海口地下水$基本上
都是优质水$符合饮用标准%

7:;<=>?'@A,B

据了解$为保护地下水资源$促进
城市供水建设$从#"")年起$海口市决

定对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
自备水源井实施逐步'有计划地封闭$

并再也没有批复过开挖地下井% #"")

年至#""(年封闭了!"(口井$#""%年分
三批封闭市区内的水源井*(口%

(总体上来说$ 海南地下水水质
是不错的$但检查发现存在极少超标
情况% )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水质科
高级工程师王坚说$从安全的角度上
分析$采用地下水$直接作为生活饮
用水$ 如没有经过有关检测的话$水
质标准就无法保障%

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水质科另
一负责人说$ 如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挖井用水时$井挖好后$不宜马上饮
用井水%最好经过)个月后$送到质检

部门或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达到标后$才可使用% (

据了解$国家对生活饮用水水质
安全也越来越重视$记者了解到$%月
!日起生活饮用水要过(!"&关)%

(在自来水厂里$ 从水源水到管网
水$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工序%)省水文水
资源勘测局水质科高级工程师王坚说$

全省各个水厂$每天都会对水质检查几
次$每个月也有全分析%

(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测才能作为
生活饮用水% )王坚说$早在(年前$卫
生部和国家标准委就联合发布了新
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全部标准
最迟到今年%月!日强制执行$水质标
准由)(项提高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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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高招计划
抢先看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计划在海南招
((人$比去年增加#个招生计划%

具体招生计划&电子信息工程#人'

通信工程!!人'信息工程#人'电子科学
与技术)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网
络工程#人'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人'测
控技术与仪器#人'物流工程#人'软件
工程)人'工商管理)人'市场营销)人'

信息与计算机学#人' 电信工程及管理
,

&'()*+,-

-&人'电子商务及法
律,

&'()*+,-

-)人'物联网工程
,

&'()*+,-

-*人%

()<S! 北京邮电大学是教育
部直属' 首批进行 (#!!工程) 建设的

全国重点大学$ 根据该校招生章程$

安排专业时$ 尊重考生填报的专业志
愿% 根据各省份的不同情况$ 在录取
时的专业志愿间分数级差为"!)分% 在
平行志愿省份$ 第一和第二专业志愿
间' 第二和第三专业志愿间级差均为!

分$ 其他专业志愿间级差为"% 当考生
第一专业志愿不能满足时$ 将考生成
绩减去相应分数级差值$ 考虑第二专
业志愿$ 依此类推% 所有专业志愿都
无法满足时$ 如果考生服从专业调剂$

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将其调剂到其他专
业+ 如果其他专业已录满或考生不服
从专业调剂$ 做退档处理%

UVW'XKYG$$"

具体招生计划& 在提前批次
招文史类考生*人$ 其中德语'俄
语'西班牙语'马来语专业各招!

人%在本科第一批招理工类考生*

人$其中外交学'法学'金融学'工
商管理专业各招!人%

()<S! 北京外国语大学
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

是首批进入国家高等教育(#!!工
程)重点建设的大学% 根据该校
本科招生章程$ 第一志愿专业录

取时$根据各省'市'自治区考生
填报志愿的情况按实际考分排
队$ 由高到低按专业志愿依次录
取%如所填专业志愿无法满足$服
从专业调剂者$ 将由学校根据分
数调剂到招生计划尚未完成的专
业+不服从调剂者$作退档处理%

另$根据该校学科专业特点$凡有
口吃' 嘶哑或口腔有生理缺陷及
耳鼻喉科疾病之一而妨碍发音
的'有听力障碍者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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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从三亚市教育局了解
到$ 省教育厅已批准海南鲁迅中学'

海南华侨中学三亚学校两所民办学
校面向全省招收!)"名高中公费生$

这是三亚民办学校首次获得招收高
中公费生资格%

据了解$海南鲁迅中学今年可面
向全省招收'"名高一年级公费生$海
南华侨中学三亚学校可招收("名高
一年级公费生%凡具有海南省户籍或
港澳台籍以及归侨学生'归侨华侨子
女$且参加#"!#年海南省初中毕业生
学业考试的应届初中毕业生都可报
考这两所民办学校$这是三亚民办学
校获得招收高中公费生资格% 录取
时$根据考生志愿按照中招考试分数
从高到低依次录取$收费照三亚市公
办普通高中收费标准收取% 据了解$

海南鲁迅中学'海南华侨中学三亚学
校是三亚优质民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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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来办事就好了$怎么还给我
这么多钱呀, )从儋州市公安局户籍
管理大队大队长王博林和南丰派出
所所长羊应杰手里接过大米'花生油
及慰问金时$!"#岁的阿婆叶亚兰笑
得合不拢嘴%

叶阿婆是儋州市南丰镇淘江村
委会深田村村民$!$!"年出生$ 至今
已有!"#岁的高龄了$ 因种种原因至
今没有办理身份证$在她提出办理身
份证申请后$ 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

王博林决定上门给老人办理身份证%

!!日下午$王博林等人来到深田
村叶阿婆家时$阿婆正在喂自家养的
鸡$虽已是百岁高龄$但阿婆身体还
很硬朗%老人一边配合民警拍照采集
图像$一边高兴地和民警聊起家长里
短%

据叶亚兰的小儿子介绍$他们家
的房子是清朝时建的$ 至今也有!""

多年了$他今年((岁$最大的哥哥已
%$岁了$他们现在是五代同堂$前年
老妈办百岁寿宴时$ 全家!"'人照了
一张全家福%

从叶阿婆家出来后$户籍管理大
队民警来到南丰派出所设点$现场为
#"多名村民办理了户口迁移'补漏和
更改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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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抢抓机遇$ 谋划学院科学发展
战略+他改革创新$探索实践高职教育
新模式+他早定制度$实现教学管理规
范化' 制度化和科学化--海南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张志坚率领其
团队$ 致力于打造蒸蒸日上的国家骨
干高职院校%

*年前$张志坚出任海南经贸职业技
术学院党委书记$ 他和黄景贵院长深入
基层摸家底'探民情'搞调研$全面加强
了学院的内涵建设$ 使学院办学水平得
到了极大的提升%如今$这所与同行相比

相对年轻' 各种办学条件相对薄弱的高
职院校$圆满完成了人才培养评估工作$

成为了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单位%

张志坚认为$ 一所高职院校要想
完成为海南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职业
人才的任务$ 首先就要根据实际找准
发展方向和目标% 他引领大家在全院
范围内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 确立了
(面向市场需求$突出经贸特色$培养
合格人才)办学理念$把(面向社会'开
放办学$突出职教'强化技能$培育特
色'打造品牌)作为经贸学院办学指导

思想$ 提出了把经贸学院建成 (经贸
类'区域性'开放型'国际化)国内一流
高职院校的发展目标%

方向确定了$ 机遇也随之而至%

#"!"年%月$学院被确定为省级骨干高
职院校$ 并以专家评分第一名的优势
推荐申报国家骨干高职院校% 同年!#

月$ 学院被教育部和财政部纳入全国
!""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行列$成
为*"所首批启动建设的院校之一%

目前$学院(国家骨干高职院校)

项目建设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办

学体制机制改革' 深化校企合作以及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的工作均取
得初步成效%

多措并举$成效显著%近)年来$海
南经贸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均在$#+以
上+ 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度均在$(+

以上+学生就业对口率达'%+$呈现出
了(高就业率'高满意度'高对口率)的
(三高)特点%学院形成了良好的声誉$

生源质量迅速提升$ 录取分数线连续
几年超过海南省高职院校录取分数线
!""多分%

$!"OP QR%

KY������N����{/��#

D�����n���E��O

456!

#$%&

78!9:;<#!=

>?@!ABCD!

&""'

7

(

EFG9:

HIJ-KL+MNO2P"Q7RS

T9:UVWXY9:UZ[\WB

]^_

%

`!a#&bcdZ[$%&&b

Z[e$%&fg9:$ dhijklm

Q

&"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