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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招录取今天开始
22 日—24 日公布提前批学校入围分数线
深受广大考
生及家长关注的
2015 年 海 南 省
中招录取工作即
将开始，提前批
学校率先进场录
取，7 月 22 日—
24 日，将公布提
前批学校入围分
数线。

□南国都市报
记者 许欣

公办高中录取后不予退档
根据既定计划，今年中招统一录取工
作按以下四个批次进行。
提前批录取学校为海南中学少数民族
特招班、国兴中学少数民族特招班、海南中
学中英高中课程实验班、海南华侨中学中
美和中英合作实验班、北京师范大学万宁
附属中学实验班、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陵水分校皓泰圆梦创新实验班、中央民族
大学附属中学、中职与普通本科“3+4”分
段培养试点班。
第一批录取学校为省一级学校。第一
批次第一段录取后，7 月 29 日—30 日上午

12：00 前，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修改本批 “3+2”
分段培养试点班、
一般普通高中学校。
次志愿。即：考生在本次修改志愿时间内
需特别注意的是，已被公办普通高中
只能修改第一批次志愿，其他批次志愿不
学校录取的学生不予退档，其他学校不再
能修改。第一批次第二段录取时以修改后
重复录取。
的志愿为准。未修改志愿的，原来所报志
另外，报考中高职“3+2”连读、中高职
愿继续有效。
“3+2”分段培养及中职与普通本科“3+4”
第二批录取学校为市县（单位）重点普
分段培养试点班的考生，
根据报考志愿统一
通高中学校、省农垦中学、农垦加来高级中
出档，
择优录取，
录取后不予退档（因招生人
学以及参照市县（单位）重点普通高中学校
数过少而办不成班的除外）。报考中职与普
进行录取的其他普通高中学校。
通本科“3+4”分段培养的考生必须具有海
第三批录取学校为有五年一贯制招生计
南户籍和学籍，
且学业水平考试分数要达到
划的高等学校、中高职
“3+2”
连读及中高职
八科满分的65%以上才能被录取。

省一级学校要看综合素质评价
根据我省中招政策，
依据招生计划指标
和考生报考志愿的批次、
顺序，
按考生综合素
质评价结果、
学业水平考试学科等级和各学
科原始分总分的高低依次择优录取。
省一级学校和面向全省招生的其他普
通高中学校只录取各考试学科成绩均达到
C 等及以上、综合素质评价总等级达到 B

等及以上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其他普通高
中学校录取时，对考试学科等级和综合素
质评价总等级的要求由其主管教育行政部
门另行确定。
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时，设立最低录取
控制分数线，
按以下顺序录取：
第一，
确定各
考试学科等级和综合素质评价总等级门

槛；
第二，
比较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思想品德、历史、体育 8 科的原始分总分；
第
三，
比较综合素质各方面评价结果；
第四，
如
前 3 款不能区分，则“三侨生”
、港澳台生优
先。以上程序仍不能区分时，
由招生学校根
据考生的《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单》和
《成长记录袋》提供的材料，
自主择优录取。

汽柴油价三连跌！
汽柴油价三连跌
！ 液化气价也跌了！
海口最高零售价 75 元/瓶 较 6 月下调 6 元/瓶

93 号汽油今起降 0.21 元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记者
蒙健）记者从省物价局获悉，自 7 月 7
日 24 时起，我省国Ⅳ标准车用汽柴
油价格下调后，7 月 21 日 24 时起，我
省油价再次迎来下调。调整后，90
号汽油降 0.19 元，售 6.73 元/升；93
号汽油降 0.21 元，售 7.27 元/升；97
号汽油降 0.23 元，售 7.71 元/升；0 号
柴油降 0.23 元，售 5.84 元/升。
以上汽油价格含 1.05 元/升车辆
通行附加费，0 号柴油未含车辆通行
附加费。
这是汽柴油价格年内第六次下
调，也是今年 6 月以来第三次下调。
算上此轮调价，今年国内汽柴油价格
已经历 14 轮调价周期，其中 6 次下
调，5 次上调，3 次
“搁浅”。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规定，
国Ⅳ标准车用汽柴油（标准品）价格

每吨分别降低 265 元。调整后，90
号、93 号、97 号汽油和 0 号柴油每吨
最高零售价格分别为 7775 元、8242
元、8708 元和 6790 元。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
将我省车用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
5.28 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 7.34 元/
公斤）调整为 5.11 元/立方米（等值换
算为 7.10 元/公斤）。

省物价局要求，各级价格主管
部门要加大成品油价格监督检查力
度，严厉打击利用价格调整之际抢
购、囤积的行为，打击造谣惑众、
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行为，切实维
护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
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
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
采取应对措施。

海南省国Ⅳ标准车用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序号

品名

1
2
3
4

90号汽油
93号汽油
97号汽油
0号柴油

调整后金额
6.73
7.27
7.71
5.84

调整前金额
6.92
7.48
7.94
6.07

(单位：元/升)

下调幅度
0.19
0.21
0.23
0.23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记者
蒙健）南国都市报记者从海口市物价
局获悉，自 7 月 17 日起，海口市三
级市场液化石油气最高零售价格为
每瓶 75 元，较 6 月 11 日调整下调 6
元。
据介绍，根据 《海南省物价局
关于调整一级市场液化石油气最高

或因天气多变
东湖出现大量死鱼

强降水缓解气象干旱

本周全岛多云为主
专家建议：
橡胶园可施肥 促进胶乳合成和排胶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记者
王洪旭 通讯员 袁迎蕾 李凡）21 日下
午，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近期
全岛性强降水使各地气象干旱明显
缓解，目前我省强降水天气过程已
经结束。省气象台预计 21-26 日全
岛多云，五指山以北的局部地区午
后有雷阵雨，西南部的局部地区有
阵雨；各地气温有所升高。
据了解，近期出现的全岛性强
降水天气过程使各地气象干旱明显

缓解。截至 7 月 20 日，仅定安、澄
迈、临高、儋州、屯昌和昌江 6 市县为
轻度气象干旱，其余市县均无气象
干旱。
省气象台预计，陆地方面：21 日
～26 日，受季风影响，全岛多云，五
指山以北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
雨，西南部的局部地区有阵雨；各地
气 温 有 所 升 高 ，最 高 气 温 32～
35℃。海区方面：21 日～26 日，北
部湾海面和西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

5～6 级，其中 21 日，以上海区伴有 7
级阵风；琼州海峡，海南岛东部、南
部和西部海面，中沙和南沙群岛附
近海面风力 5 级、阵风 6 级。
省气象部门建议，近期强降水
天气过程有利于西部晚稻的整地备
耕、播种，以及橡胶的乳胶合成和排
胶。气象专家建议：
1、西部地区利用田间水分充足
时机，做好犁田、播种和移栽工作；
被淹的水稻及时排水，其余地区苗

批发价格的通知》 精神，我省一级
市场液化石油气每吨最高批发价格
从 4400 元 调 整 为 4000 元 。 按 照
《海南省液化石油气价格管理办法》
和 《海南省物价局关于公布我省液
化石油气各经销环节销售差价水平
的通知》 规定，为保持市场价格基
本稳定，海口市液化石油气价格做
了相应调整。
调整后，海口市二级市场液化
石油气最高批发价格 （15 公斤标准
瓶装，下同） 每瓶 67 元；三级市场
液化石油气最高零售价格每瓶 75 元
（不含送气服务费），与此前相比，
零售价每瓶下调了 6 元。同时，非
标准瓶装的最高销售价格按标准瓶
的标准重量折算。
海口市物价局要求，各液化石
油气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政府价格
政策，做好明码标价工作，自觉接
受价格主管部门的检查和消费者的
监督。

期晚稻注意加强病虫害防治。
2、有条件的橡胶园可施放橡胶
专用肥，促进胶乳合成和排胶，增加
产量。
3、低洼地段蕉园注意做好排水
工作，防止土壤过湿造成烂根，秋植
蕉可趁有利天气条件及时施放壮果
肥。
4、缺 水 地 区 密 切 关 注 天 气 变
化，继续做好蓄水和用水规划管理
工作。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见习
记者 洪坚鹏）市民符先生 21 日上
午向本报报料称，海口市人民公园
东湖湖面漂浮着大量死鱼，有工作
人员正在打捞清理。
记者随后在东湖看到，靠近东
湖路一带的湖面上确实漂浮着一些
死鱼。
海口市人民公园管理处韩主任
告诉记者，20 日傍晚 6 点多，东湖开
始出现死鱼的情况，21 日上午他马
上组织多名工作人员打捞清理。由
于近期海口天气多变，韩主任称，出
现死鱼的原因或与此有关。
据介绍，出现死鱼的现象还将
持续几天，公园方面将会安排人手
不断进行打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