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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从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获悉#明年起我省将实行
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目标管理#对劳
动保障监察工作实行星级考评$

考评的内容主要包括%开展劳
动保障监察专项执法检查活动执
行情况& 查处举报投诉案件结案
率& 完成年度工作计划指标情况&

廉政建设及不廉洁事件或违纪违
规行为发生情况&劳动保障监察员
参加培训情况及劳动保障专 !兼"

职人员掌握监察业务流程情况等$

考评项目分为五类#在自查自
评的基础上# 经考核验收每类考评
得分占该类考评分值$%&以上的#

获得该类红星#红星代表工作成绩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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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通讯员 &)*

" 自'

月!(日海口交警支队综合服务中心开
始服务市民以来# 由于前期搬迁停办
业务的缘故#积压业务近万件#造成了
新址办公人流量较大# 而驱车前往第
一车辆管理所办理机动车相关业务的
市民却遭遇了停车难的问题$

'月!('!)日#综合服务中心共办

理新车注册'")辆& 车辆年检!!*!辆#

其他业务!!"$件# 业务总量是平时的
两倍多$ 而由于综合服务中心还在陆
续的建设完善期间# 大量驱车前来办
理业务的市民# 只能将车随意停在道
路两旁# 而主办海口机动车相关业务
的第一车管所门前更是成了小型停车
场$ 据海口第一车管所有关负责人介
绍# 该所将于近期开发综合服务中心

内的空地#规划建设规范的停车场$

目前#海口第一车管所的上班时
间为早上'+(%到!,+(%# 下午,+%%到-%

%%#同时为了满足(上班族)的服务需
求# 推行双休日及夜间上班制度#其
具体时间为周二晚上'+%%到!%+%%#周
六早上'+(%到!,+(%$ 目前#该所决定
上午下班延时半小时#下午下班延时
!小时#以方便群众办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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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感谢文昌卫星发射场移民
对国家航天事业建设的支持#'月
!-日晚#民革海南省委在文昌市龙
楼镇组织文艺演出慰问当地群众$

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海南省委主委
陈莉#文昌市委书记裴成敏#文昌
市市长符永丰&文昌市政协主席王
钟等领导出席仪式并观看了演出$

,%%*年!%月#国务院&中央军
委决定在文昌市龙楼镇星光村建
立第四个航天发射基地#龙楼镇有
!万多亩的土地将被征用# 划入航
天发射场和其他配套项目建设用
地#'个自然村,!个村民小组,*%%

多农民必须搬迁重新安置$镇党委
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征地& 补偿&

拆迁和移民再就业等艰巨的任务$

民革海南省委有关负责人说#

为感谢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民革海南省委联合有关部门组织
了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慰问
当地的群众$民革海南省委还向龙
楼镇教育慈善会捐赠了!.!万元$

当晚的演出现场#龙楼镇教育
慈善会还举行了,%!,助学& 奖学&

奖教仪式$ 在各学校即将开学之
际#教育慈善会决定拿出(%万元爱
心款# 对(%名龙楼籍在读特困生&

!,$名在,%!!年至,%!,学年度中成
绩优异的龙楼籍学生以及"!位龙
楼中学和龙楼中心小学的优秀教
师进行奖励$ 同时#教育慈善会还
在晚会上给个人捐款累计-万元以
上的爱心人士黄银川和日本友人
神村英二赠送了 (尊师重教楷模)

的牌匾#对支持教育的红海村委会
授予了(尊师重教村委会)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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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012

"专科提前批录取结束#

高职!

34

"批次录取开始$ 省考试局
举行新闻发布会称# 今年在我省招生
的高职!

34

"批院校共有-)(所#招生
计划共有,--,*个$ 其中#文史类的招
生计划有!!$,%个&理工类的招生计划
有!()!,个& 体育类的招生计划有!$-

个$ 是在历年招生录取工作中#招生学
校最多&安排计划最多的一个批次#也
是今年我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
最后一个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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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今年专科提前批的录取工作
于'月!)日已全部结束$据统计#专科提

前批文史类)所院校录取了(!人& 理工
类$所院校录取了$"人& 艺术类院校一
共录取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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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提前批报考录取呈现出两个
特点%一是文史类&理工类的投档率&

录取率相对较高$ 专科提前批文史类&

理工类主要招收航海技术和轮机工程
技术两个专业# 虽然这两个专业限制
了考生的性别和年龄# 对身体条件要
求也较高# 但考生在志愿填报时能够
根据院校的招生要求# 结合自身实际
合理选择# 避免了因对条件不符而被
退档的失误$ 二是艺术类专科院校缺
档比较多#未能完成招生计划$ 今年的
艺术类专科院校招生计划较多# 共有
-($个#而本批次报考艺术类专科院校

的考生却只有!$(人$ 艺术类专科院校
招生生源之所以不足# 一方面是在我
省艺术类本科院校录取后# 艺术类考
生的生源已经较少# 且报考本科院校
落榜的考生也不愿意报考艺术类专科
院校* 另一方面是因为艺术类专科院
校学费普遍高达近万元# 让部分考生
望而止步# 部分艺术类考生转而选择
复读或报考高职!

34

"批的文史类学
校$

为给考生提供更多的入学就读机
会#经省考试局与招生院校协商#我省
一所院校将专科提前批未完成的文史
类&理工类的计划#转入到高职!

34

"

批继续录取# 大多数艺术类专科院校
也将所剩余的计划转入高职!

34

"批
继续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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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职!

34

"批投档情况来看#

有以下特点+ 招生计划数大于报考人
数$ 本批次计划招生,--,*人#实际达
到各科类所划定的分数线的考生有
,)*,'人# 而填报志愿的考生只有
,,!"$人#仅占计划招生数的'*!#约有
,--%多名达到本批录取分数线的文
史&理工类考生未填报本批次的志愿$

!-日上午#高职!

34

"批首轮平行志
愿投档后# 共投出!$$$)个考生档案#

占招生计划总数的*'&#尚缺--((个招
生计划$

从学校的层次来看# 中国民航大
学&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等本科学

校招收专科专业的生源较好* 从学校
类别来看#财经类&建筑类&医学类和
师范类院校的生源相对较多* 从学校
所在地域来看#天律&广东&湖南等地
区的学校生源普遍较好# 而广西&陕
西&黑龙江省的学校生源总体不足#报
考人数较少$

就我省高职专科院校来说# 共有
!)所学校计划招!!)'!人#其中#有$所
学校文史类& 理工类在首轮平行志愿
投档就已满额$ 这主要缘于近几年来
我省高职专科院校充分顺应国际旅游
岛建设发展的需求# 及时调整专业定
位#不断提高教学水平#获得了我省广
大考生的普遍认可$

省考试局称# 将视各学校招生计
划的完成情况征集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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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驾驶人学员马上可以在(家门口)

考车考啦+ 这是记者!"日从省交警总
队获悉的好消息$ 琼北车管所辖区文
昌市境内设置的三条汽车类科目三实
际道路考试路线经省交警总队于本月
!-日验收合格#近日内开考#今后文昌
市的驾驶人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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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在(家门口)参加科目三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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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卖报小行家第四期开始
了#今年暑假的最后一期比赛#大家也都
铆足了劲#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束$记者了
解到#不仅仅是组队能获奖#个人报名#

卖报份数高的小朋友也会有礼品相送
哟+还想参与体验卖报的小朋友#可别错
过今夏最后一次机会+

据了解#第四期在'月!"日启动#和
第三期一样#比赛不再以小队成员平均
卖报数排名#而是以队伍卖报总数进行
排名#这就对集体协作意识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各个团队现在也在抓紧卖报$

除了团队比赛外# 也接受个人报名#现
在报名卖报#并持续到'月,%日#将获得
主办方赠送的小礼品#以及荣誉证书一
份$ '月,(日#将进行结业典礼#届时将
发放结业证书#符合条件的小朋友将获
赠防水手表$ 请符合获赠条件的小朋友
及时与代理商联系#进行登记$

想要卖报的小朋友可按照自己所在
区域#就近拨打联系电话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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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丁村 !(%'"%%-,-- !((*$'*!,!- 海甸&白沙门 !'''$*$',$, !(("'$**"%!

秀英&农垦 !($*"%$-(") !--$-*,!('- 白龙&新华 !('*"'(("%( !','$)''("!

海府&龙舌坡 !(%'"%%--!" !(((*"'$"(( 临高 !'"'$'"!"%' !((*$$((!((

国贸&世贸路 !("$'$-,(-$ !($*"%$%"!" 三亚 !($*"-$$$,% !("(*"*'''%

城西&龙昆南 !(%'"%%--!" !(%'"%%-,-- 儋州 !('*"'()-$, !($*"(,,!%%

龙华&义龙路 !'*'$!$$'!, !('*"%$*!)- 琼海&屯昌 !'$*"!!('%% !($%*-!'%(!

蓝天路海秀路 !-!,%'',,"* !("!*-),,'* 其它市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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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国都市报记者从!"日
举行的(山海传情,,%!,海峡两岸
!海南"名家书画展)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余幅海峡两岸经典书
画作品将于本月,,日至,"日在海
口展出$

据了解#该活动旨在通过海峡
两岸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促进海
峡两岸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共享
和传播$ 活动包含交流笔会&名家
书画交流展& 名家高峰对话等主

题$ 本月,(日至,"日#活动方将邀
请艺术家深入海南农垦生态黎族&

苗族风情村#槟榔谷&橡胶林等地
写生创作#开展文化之旅#感受绿
色海岛风情$

据介绍#言恭达先生创作的大
草-世纪脊梁.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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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首次在海南亮相$张大千
嫡传弟子& 国家一级美术师杨铭
仪#孟子*!代后裔&台湾著名水墨
画艺术家孟昭光女士等书画名家
将在海口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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