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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
许欣）我省高考改革实施方案进展如
何？这是广大家长最关注的事宜之
一。今天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省政
府已将我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报教育部核准备案。

省教育厅今天下发通知称，新一
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将对我省普通
高中教育教学改革、资源保障等提出
一系列挑战。为此，省教育厅要求，

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以教育部颁
发的《高中理科教学仪器配备标准》
为依据，结合实验教学实际，按照“必
修”、“选修”栏目的“必配”标准，配备
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地理及通用
技术学科等6个学科的常规教学仪
器设备（含实验室用的桌、椅、柜、水
电等设施配备）。

2016-2018年省本级财政安排
普通高中理科实验室和通用技术实

验室建设项目的申报工作已经开始，
本次普通高中理科实验室和通用技
术实验室建设项目经费资助将根据
学校条件具备情况、市县配套情况、
省一级学校建设等情况优先安排，资
助额度根据每所学校的实际需求，确
保建设一所达标一所。各市县可根
据普通高中理科实验室和通用技术
实验室建设情况进行申报并按轻重
缓急进行排序。省教育厅将对申报

项目组织评审，确定优先资助项目并
建立项目库。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
今年10月20日，逾期不再受理。

省教育厅强调，普通高中理科实
验室和通用技术实验室建设项目的
资助对象必须是具备实验室用房和
实验管理条件，通过建设能使学校理
科实验室和通用技术实验室能达到
国家配备标准的市县高级中学和完
全中学。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
者吴雅菁）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成
立60多年来，扎根“三农”，服
务城乡，一路风雨兼程。省农信
联社成立8年以来，改革创新，
突围崛起，硕果累累。为研究海
南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历史，牢记
老一辈信合人和新一代农信人的
艰辛经历和无私付出，传承和发
扬农信人宝贵的奉献精神，珍藏
时代的印记，教诲和启迪后人，
特向社会各界广泛有奖征集有价
值的历史资料和实物。

一、征集时间
征集时间：1950年1月至2015

年9月。重点征集信用社管理机构
变更、重大变革节点和海南岛解
放初期以及文革期间以及改革开
放后的历史影像资料和实物。

二、征集范围

历史资料和实物：凡是与农
村信用社发展历史有关或者对农
村信用社发展历史有鉴证作用的
资料和实物都在征集范围，如：
照片、牌匾、印章、金柜、尾
箱、报刊、书籍、档案、文件、
荣誉证、工作证、职称证、存
折、股金证、借据、备查簿、笔
记本、传票、支票、算盘、计息
器、计算器、蘸水笔、自行车、
背包、草帽、暖瓶、茶杯、马
灯、文字资料及影像资料等等。

三、征集方法
采取收购、租赁、捐赠等多

种形式征集，使征集到的历史资
料丰富、珍贵，有研究价值和珍
藏价值。

（一）收购。省农村信用社聘
请省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对历史资
料和实物进行鉴定、价值评估，

与收藏者签订收购协议，按价值
支付现金，并登记收藏者姓名、
留存收藏者与藏品合影、颁发收
购证书，省农信联社永久收藏。

（二）租赁。征集的历史资料
和实物所有权归收藏者所有，按
年度给付租金，与收藏者签订租
赁协议，对收藏者相关信息进行
登记、留存收藏者与藏品合影、
颁发租赁证书。

（三）捐赠。给捐赠者颁发证
书和部分奖金，与收藏者签订捐
赠协议，对收藏者相关信息进行
登记、留存收藏者与藏品合影，
省农信联社永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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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
许欣）省考试局今天发布公告称，为
2018届普通高中学生建立基础会考
考籍（简称建立考籍）工作将于11月
中旬开始进行，11月9日至11月13
日，学生向学校提交个人的申报材料、
领取《海南省普通高中基础会考报考
卡》。11月16日至11月25日，采集
学生身份证信息；学生本人自行上网
填报相关信息。11月25日17时30
分，我省普通高中会考网上报名系统
自动关闭。

四类情况需补充提交材料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均可申请

建立2018届会考考籍： 1、参加我省
2015年中招考试，被本省普通高中学

校录取且注册入学就读的学生；2、经
省教育厅确认具有本省普通高中
2018届学籍的学生。

学生申请建立考籍时须提交的材
料包括：学生本人居民身份证，本人和
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有以下四类情况的学生，需补充
提交相应材料： 本人与其法定监护
人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不在同一居民
户口簿上的，需提交法定监护人户籍
所在地居（村）委会出具并经公安派出
所或办证中心确认的证明两者关系及
说明“常住人口登记卡”不在同一居民
户口簿上原因的证明书。姓名与中考
姓名不一致的，必须补充提交所在公
安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更改姓名证明
书及其它相关材料； 法定监护人不

是亲生父母亲的，必须补充提交人民
法院的变更法定监护人的裁决书或县
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收养证》；
未参加我省2015年中考的，必须补充
提交经市县（单位）以上教育行政部门
批准和海南省教育厅确认具有本省普
通高中学籍的有关证明材料。

四种情况有特殊处理办法
据了解，报名系统中已储存有我

省2018届经海南省教育厅确认备案
具有本省普通高中学籍的学生名单及
本人参加我省今年中考的准考证号
码。学生在报名系统中输入中考准考
证号码后，系统将自动核对学生的姓
名与中考姓名是否一致，如果二者不
一致，系统将自动显示“姓名与中考

姓名不符”字样。如果是中考准考证
号码输入有误，须重新输入本人正确
的中考准考证号码；如果是参加中考
后更改姓名的，在网上确认提交本人
的申报信息后，还需向市县招生办补
充提交户籍部门出具的更改姓名证明
书及其它相关材料，否则不能通过资
格审查。

在网上申报考籍结束前，仍未办
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学生，须在规
定的时间内提交申报材料、领取《报
考卡》并自行上网填报本人的其它申
报信息，同时填写《未提交身份证的
2018届学生登记表》交市县招办备
查，待领取了身份证后再到市县招办
指定的地点补充读取本人的居民身份
证信息。

已被我省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并注
册入学就读，但无我国公安机关颁发
的我国居民身份证的港澳台籍等学
生，须携带本人和法定监护人的有效
证明材料及其他申报材料，到市县招
生办办理申报手续，由市县招办通过
基础会考报名系统后台为其输入申报
信息，本人不可自行上网填报信息。

已被我省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并注
册入学就读，但因未参加我省2015
年中考而无本年度中考准考证号码的
学生，须携带本人和法定监护人的有
效证明材料及其他申报材料，到市县
招生办办理申报手续，由市县招办通
过基础会考报名系统后台为其输入申
报信息，本人不可自行上网填报申报
信息。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
者 利声富）三亚停车难问题一直
为不少市民和游客诟病，特别是市
区解放路、河东路、河西路、临春河
路等几条主要街道，由于街道狭
窄，没有足够停车位，占道停车情
况较严重。对此，三亚市政府决
定，投资2.5亿元，在市政府第二办
公楼前、金鸡岭路口、临春河路、人
民医院门口广场以及海滨电影院
空地上建设5座立体停车楼，以缓
解停车难。

9月21日，南国都市报记者从
三亚市相关部门获悉，三亚市政府
决定，投资2.5亿元，在市政府第二

办公楼前、金鸡岭路口、临春河路、
人民医院门口广场以及海滨电影
院空地上建设5座立体停车楼，以
缓解停车难。

据了解，5座立体停车楼总建
筑面积3.2万平方米，停车位共计
1526个。其中，市政府第二办公
楼前建设1栋6层停车楼，停车位
335个；金鸡岭路口建设1栋5层
停车楼，停车位303个；临春河6
巷建设 1栋 5层停车楼，停车位
130个；人民医院门口广场建设1
栋4层停车楼，停车位276个；海
滨电影院空地建设1栋4层停车
楼，停车位482个。

位于三亚市河西路的市政府
第二办公楼前，不仅是政府办公集
中地，也是一片商贸中心，为解决
停车难问题，三亚市争取在11月
底前开工。据了解，该处的立体停
车楼将借鉴新加坡的经验，讲求实
用性，充分利用立体空间，保留一
楼树木，楼顶可以设市民活动场
所。

此外，旅游旺季即将到来，三
亚市停车难问题将更加严峻。对
此，三亚市住建部门将联合人防部
门对市区内空置地下人防工程进
行普查，将可利用的地下空间变成
停车场以解决停车难。

这样军训实用
入校先学急救

南国都市报9月20日讯（记者
许欣实习生吕雯莹）消防车来了，
救护车到了……20日上午，场景如
好莱坞大片一般的急救演练在海南
医学院田径运动场上演。该校急诊
医学班、急救协会的上百名老同学，
现场施展心肺复苏术、创伤包扎术
和大腿骨折固定及科学搬运技术
等，为2015级临床医学专业新生上
了一节生动直观的应急救护课程。

模拟场景是这样的：一辆旅游
大巴在山路侧翻并尾部起火，车祸
现场2死27伤。轻伤者逃出现场
打电话报警后，120、110、119联动
机制响应，启动紧急预案，迅速开展
联合救援，最终完成事故处理。

该校临床医学专业新生梁同学
说，通过逼真的灾难模拟现场学习
应急救护知识，对他来说是人生第
一次，感觉收获很大。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
吴岳文）9月21日，屯昌县乌坡风情
小镇正式破土动工建设，总投资预
计2.35亿元。“用不了一年时间，风
情小镇就可以建好，到时会吸引很
多游客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在屯昌乌坡镇经营饭店的李大姐满
面笑容。

屯昌县乌坡特色风情小镇和海
口市桂林洋特色风情小镇被确定为
2015年省重点支持特色风情小镇。
记者了解到，屯昌县将乌坡镇打造
为南药风情小镇，总投入预计2.35
亿元。

乌坡镇在墟区将道路设计为
“一纵六横”。该镇旧城改造将凸显
地方特色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对新
华路、新发路、新西路、新中路及供
销路5条旧路进行改造，总长3.05公
里，计划投资6500万元。同时对道
路两侧986件商铺和房屋外立面统
一设计，整体改造，计划投资4000
万元。该镇将开发新城区，新建5条
市政道路：槟榔路、温泉路、为民路、
富民路、红岭路，道路总长 1.78 公
里，包括配套设施，计划总投资1.1
亿元。

据介绍，乌坡镇面积约78平方
公里，总人口2.1万人，去年全镇生
产总值4.9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8965元。

琼州学院10名师生
赴俄罗斯深造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
者 许欣）今天记者从琼州学院获
悉，近日该校有10名师生收到国
家留学基金委函件，将获国家留学
基金资助，赴俄罗斯深造。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函件，该
校俄语系教师苏则坤获得国家留学
基金和俄罗斯政府奖学金，将赴俄
罗斯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进行为期
10个月的访学。刘风云等3名学
生获得攻读硕士研究生的资助名
额，刘岚普等6名学生获得为期10
个月的本科插班生资助名额。这些
同学将获得俄罗斯政府提供的奖学
金、国家留学基金提供的奖学金生
活费补贴和一次往返国际旅费。

今年高一新生注意了 11月开始建会考考籍

四类情况需补充提交材料

已报教育部备案我省高考改
革实施方案

三亚将建5座立体停车楼
政府二办楼前立体停车楼争取11月底前开工

风情小镇动工喽
屯昌乌坡要变样
总投资预计2.35亿元

省农信社有奖征集历史资料和实物 新建幼儿园要严防
学生交通安全隐患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
许欣）今天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为
进一步整合学前教育各类项目和资
金，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省教育
厅将会同市县完善学前教育园舍建
设总体规划，以整合资源、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为原则编制我省“十三五”
期间学前教育园舍类建设项目库
（2016-2020）。

省教育厅今天下发通知称，今后
中央和我省安排的公办幼儿园建设
项目，原则上从入库项目中安排。根
据要求，项目要优先安排建设乡镇中
心幼儿园。

省教育厅强调，项目建设规划要
科学合理并符合建设标准要求。要
处理好建设规模与服务半径的关系，
严禁因办园规模、服务半径等原因，
造成幼儿上下学交通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