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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商务局原主任科员陈修盾

今天

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取消退休待遇

来免费健身吧
全省48家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77项水上运动项目持续至明年年初

南国都市报 8 月 7 日讯（记者 易帆）
8 月 8 日全民健身日当天，全省共 48 家
体育场馆（其中海口市 3 家）将免费或者
低收费向市民开放。
据悉，为进一步推动海南省各类体
育场馆向社会免费低收费开放，积极引
导群众参与全民健身活动，提高人民群
众身体素质，在全民健身日当天，全省一
共有 48 家体育场馆免费或者低收费对
外开放。
其中，海口市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
的体育场所包括海口世纪公园、海口市
灯光球场、金时水上运动城等 3 家。三
亚市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的体育场所包括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

市体育中心游泳馆等 3 家。
同时，在全民健身日当天，海口观澜
湖有一系列的体育开放活动，包括高尔
夫球场、巴萨足球训练基地在内的运动
设施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自行车绿道骑
行、射箭等近 20 项运动项目供市民免费
体验。
记者了解到，除了全省 48 家体育场
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市民开放外，还有青
少年游泳培训、海口国际沙滩马拉松、日
月湾冲浪节等 77 项水上运动持续贯穿
整个全民运动会，其中，部分项目将持续
至 2018 年 1 月初。77 项水上运动亮点
纷呈，涵盖冲浪、游泳、沙滩排球、滨海马
拉松等培训类、体验类和观赏类项目。

2017年海南省全民健身日（8月8日）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场馆统计表
市、县名称

场馆名称

地址

海口世纪公园（篮球场、
足球场） 龙华区世纪广场路1号

海口

屯昌

琼中
儋州

保亭

临高

定安

乐东
澄迈
白沙

琼海

万宁
文昌
五指山

8月8日8:30-11:30
14:30-18:00免费
8月8日8:30-11:30
14:30-18:00免费

美兰区文明东路60号

8月8日9：
00-11:30
8月8日15：
00-21:00低收费

市体育中心体育场

荔枝沟教育园区三亚市技师学院内

8月8日免费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荔枝沟教育园区三亚市技师学院内

8月8日免费

市体育中心游泳馆

荔枝沟教育园区三亚市技师学院内

8月8日免费

屯昌县体育馆

屯昌县屯城镇文体路

8月8日免费

屯昌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屯昌县屯城镇环东二路

8月8日免费

屯昌县乒乓球馆

屯昌县屯城镇锦绣大道

8月8日免费

屯昌县羽毛球馆

屯昌县县委大院内

8月8日免费

屯昌县灯光球场

屯昌县气象路

8月8日免费

虎岭游泳场

琼中县城虎岭游泳场

8月8日免费

琼中羽毛球馆

琼中营根镇万泉路民族体育中心

8月8日免费

琼中文体演艺中心篮球馆

琼中三月三广场文体演艺中心二楼

8月8日免费

民族体育中心篮球场

琼中营根镇万泉路民族体育中心

8月8日免费

那大镇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儋州市云月路那大镇府后

8月8日免费

羽毛球场馆

保亭芙蓉小区进入200米

8月8日低收费

数字文化馆

保亭文化路

8月8日免费

球动力台球俱乐部

保亭风情街二楼B座202号

8月8日低收费

七仙广场

保亭文化路

8月8日免费

月亮广场

保亭七仙大道

8月8日免费

青少年灯光球场

保亭中学

8月8日免费

文化公园篮排球场

临城镇文明东路文化公园

8月8日免费

文化馆羽毛球场

临城镇文明东路文化公园

8月8日免费

滨江公园篮排球场

临城镇市政大道滨江公园

8月8日免费

临昌羽毛球馆

临城镇临昌路党校大院

8月8日低收费

定安县体育馆

定城镇沿江公园东面篮球排球场

8月8日免费

海南省工业学校

定安县定城镇塔岭新城区环城南路

8月8日免费

海南省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海南省定安县见龙大道629号

8月8日免费

定安中学

定安县定城镇仙沟社区

8月8日免费

定安城南中学

海南省定安县城南路6号

8月8日免费

定安实验中学

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人民中路

8月8日免费

乐羽球馆

乐东步行街

8月8日半价

灯光球场

乐东民族文化体育广场

8月8日免费

澄迈县体育馆

澄迈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内

8月8日免费

澄迈县万泰体育城

澄迈县金江镇富朗村三心幼儿园后面

8月8日免费

白沙腾飞羽毛球馆

白沙牙港（原陶瓷厂）

8月8～10日免费

白沙县委篮球场

白沙县委大院

8月8～14日免费

白沙中学田径场

白沙中学

8月8-15日免费

白沙少年宫乒乓球馆

白沙少年宫一楼

8月8-12日免费

琼海市体育馆

琼海市嘉积镇富海路

8月1日至15日，17时至20时
免费开放，8月8日上午8时至
11时，
下午15时至20时

琼海市体育管理局训练馆

琼海市嘉积镇富海路

8月8日免费

琼海市业余体校游泳池

琼海市嘉积镇富海路

8月8日免费

兴隆侨莊羽毛球馆

兴隆胶场前行100米

8月8日免费

海之南羽毛球馆

万宁市海之南实验学校

8月8日低收费

文昌排球馆

文昌市文昌大道

8月8日至9月8日免费

五指山市全民健身运动场

五指山市海榆中线原民师运动场

8月8日至18日免费

五指山市奥林匹克馆羽毛球馆

五指山市原体校内

8月8日至18日免费

金时水上运动城
（游泳、
健身房、
羽毛球）

三亚

开放类型（免费/低收费）

龙华区广场路8号

海口市灯光球场（篮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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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 8 月 7 日讯（记者 黄婷）
日前，文昌市纪委对市商务局原主任科
员陈修盾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
经查，陈修盾在担任文昌市商务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市场物业管理中心
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
项目承揽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

人财物；未经批准，擅自处置国有资
产；滥用职权，授意他人以虚报、冒领
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
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经文昌市纪委常委会会议
和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并报市
委、市政府批准，决定给予陈修盾开除
党籍处分、取消退休待遇。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副镇长王达聪

接受宴请收受礼品被处分
南国都市报 8 月 7 日讯（记者 黄婷
通讯员 陈国怀）日前，海口市秀英区纪
委对东山镇副镇长王达聪违纪问题进行
了立案审查。
经查，王达聪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和收受礼品；不正确履行职责，违反询

价工作的相关程序，以明显高于市场价
格采购物资，造成了扶贫资金损失。
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经秀英区纪委常委会会议
和区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决定给
予王达聪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处
分。

定安两名副校长

收受包工头贿赂被立案侦查
南国都市报 8 月 7 日讯（记者何慧
蓉 通讯员林玥）近日，定安县检察院立案
查处两名校长受贿案，以涉嫌受贿罪对
定安县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王某某，定
安中学原党委书记、副校长黄某某立案
侦查。
经查，中共定安县委党校原常务副

校长王某某在任定安中学校长期间，利
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
建设项目包工头的贿赂，数额巨大，涉嫌
受贿罪。黄某某在任定安中学党委书
记、副校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多次收受建设项目包工头的
贿赂，
数额巨大，
涉嫌受贿罪。

欢迎各位考生报读

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
公办中专 国家示范校 升学便利 就业保证
优美的校园环境 宿舍教室全空调 校园 WiFi 全覆盖

一、招生专业：
1、中职直通大学本科 3+4 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联合
办学，前三年在省机电工程学校就读，后四年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就读，成绩合格毕业
获全日制大学本科文凭、学位证书）。
2、中职直通大学专科 3+2 专业：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汽车
商务）、建筑工程施工、机电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
（前三年在省机电
工程学校就读，
后两年在联办大学就读，
毕业获全日制大学专科文凭）。
3、中专专业：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制造与检修、汽车车身修复、汽车电子技术应用、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修、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汽车商务）、建筑工程施工（施工、测量、安全管
理、消防工程施工方向）、楼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水电工程）、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挖掘
机方向）、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制冷和
空调设备运行与维修、电气技术应用、农村电电气技术、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计算机平面
设计、
计算机与数码产品维修、
电子商务、
高星级酒店管理（西点西餐烹饪方向）。

二、招生对象：应往届初中、高中毕业生
三、优惠政策：
1、
所有新生0学费入学，
8月15日前到校缴费报名的学生减免住宿费200元（已享受减免住宿
费的各专业学生不再享受此项优惠政策），
学校给所有新生赠送校服和工作服（军训服除外）。
2、报读学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汽车商务等专业学生另外再免收三年住宿费、
课本费；农村电气技术、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等专业的学生还可全部享受国家助学金
（2000 元/年），各专业贫困家庭的学生亦可申请国家助学金（2000 元/年）。
3、海南省贫困家庭的学生报读“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强华励志班”，可享强华建教基金每
年 3000 元的资助和国家助学金 2000 元。持有市县扶贫办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扶贫手册”的
还可享受
“雨露计划”
每生每年 3500 元的资助。

四、报名办法：
1、中职直通大学本科 3+4 最低录取分数线：526 分，要求海南省户籍、学籍的 2017 年参
加中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尚有少量名额，
有意报读者直接到校办理报名手续。
2、中职直通大学专科 3+2 最低录取分数线 300 分，要求海南省学籍的 2017 年参加中
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3、未填报我校志愿有意报读普通中专各专业的考生，请带上毕业证、户口簿复印件直
接到校报名。
招生热线：65906339 65909339
13307521218（李主任）13907551828（黄主任） 13098939053 符老师
13098936336 蔡老师 13876022522 冯老师 13707571837 董老师
网址：http://www.hnjdxx.org
校址：海口市桂林洋经济开发区夏云路北（新校区，
请乘 45、
51 路公交车到达）
海口市琼山区振兴路 39 号（府城校区，
请乘9、
11、
21、
31、
35、
38、
44、
45、
62路公交车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