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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盘悦华）7月8日，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纪少雄到和庆镇就党组织建设、乡村
振兴、扫黑除恶、脱贫攻坚等工作进行调研。

当天，纪少雄在和庆镇罗便村委会通过实
地调研，与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交谈，查阅
台账资料等方式，详细了解罗便村党支部组织
队伍建设、村集体经济发展、打击“两违”、打
击网络诈骗、脱贫攻坚等情况。

纪少雄强调，要加强党组织建设，党员
队伍建设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培养后备
力量，建设一支年轻化、知识化干部队伍，
给想干事、能干事、干好事的青年提供平
台，才能不断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
性，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供可靠的人才保
障。要坚持以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两违”，罗
便的违建问题有其发展的历史因素，镇委镇
政府、村党支部一定要敢于碰硬骨头，严格
做好“两违”问题的管控，控新增、去存
量、防变量，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责
任。要加大扫黑除恶力度，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继续加强重点地区巡查和宣传，教育村
民识别电信网络诈骗不上当受骗，以强有力
的手段打击不法分子，肃清电信网络诈骗，
打造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随后，纪少雄到西流居驻点调研驻村工作
队生活居住环境，并慰问驻村工作队员。

最后，纪少雄到美万村委会调研党建工作
和产业发展规划情况。在美万村委会冰廉村，
看着鹭鸟与黄牛和谐相处，绿树成荫的画面，
纪少雄希望，镇委镇政府和美万村委会要善于
发现和挖掘本地资源，发展集体经济特色产
业，发展种养和田园观光复合型产业，创新发
展思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本报讯（记者王家隆）7月9日，市公安局召
开国庆70周年安保维稳工作动员部署会，会议总
结上半年公安工作，对做好国庆70周年安保维稳
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易
向阳出席会议。

易向阳指出，2019年上半年，全市公安机
关积极推动平安儋州、法治儋州、和谐儋州建
设，在维护稳定、打击犯罪、治安防范、安全
监管、服务管理等工作上取得新成效。

就抓好国庆70周年安保维稳的各项工作。
易向阳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底线思
维，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庆70周年安保
维稳工作部署上来，做到“五个严防、四个确
保”；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要决策部署
上来，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更加坚决的态度、
更加周密的部署、更加有力的措施，从严从实
从细抓好各项工作措施落实。二要坚持问题导
向，把握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打击整治专项行
动，着力整治“涉黑涉恶”“盗抢骗”“黄赌
毒”“食药环”等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全面强化
社会面整体防控，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摆到街面
上，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最大限度地震
慑犯罪、挤压犯罪空间、消除治安隐患。三要
强化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确保各项部署
要求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层
层压实责任，工作中要加强督导检查，及时发
现、消除突出安全隐患，对因工作不到位、措
施不落实和失职渎职导致发生严重后果的，严
肃倒查问责。

本报讯（记者王家隆 通讯员王琴） 7月4
日，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到市监管场所就安全管
理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在听取市看守所目前存在的安全突出问题
情况汇报后，陈旭要求，一是要提高政治站
位。看守所和驻所检察干警要把维护监管场所
安全稳定放在第一位，遏制监管场所违法乱纪
问题发生。二是要把问题查摆更细。严格按照
监管场所安全管理制度规范要求，深入查摆问
题不留死角。三是要整改落实更实。要进一步
明确整改责任及整改期限，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推进整改到位。四是要监督制约更紧。要严格
按照规定的监督流程和时间节点执行，决不能
以警力不足等借口使内部监督机制出现漏洞，
甚至放弃内部监督制约。五是要严格队伍管
理。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思想教育，提升从业
待遇，增强非正式警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归
属感和使命感。六是要加大查处力度。要坚持
刀刃内向、从严问责，以“零”容忍态度对待
政法干警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

市公安局监管支队负责人，第一、二看守
所负责人以及该院驻所检察室全体干警参加了
调研。

本报讯（记者丁子芹 见习记者
陈婷婷）4月 6日及 8日，《直播海
南》报道了我市第五中学学生吴鸿
群患病急需移植骨髓，哥哥打工筹
钱，老师同学热心捐款的感人故
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7月11
日，记者从吴鸿群父亲那里了解到
吴鸿群已经进行了骨髓移植手术，
目前在无菌病房观察病情。

据《直播海南》报道，15岁的
吴鸿群患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他
的血红蛋白不到正常人的一半，血
小板计数更是只有个位数。要想恢

复健康，吴鸿群需要尽快进行骨髓
移植，他19岁的哥哥吴鸿儒配型成
功，全家却为手术费用发愁。为
此，哥哥吴鸿儒一天打几份工，只
为延续弟弟的生命。

市五中学校领导得知吴鸿群患
病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全体师生、

学生家长发出倡议，开展了“向我
的好同学献爱心”捐助活动，得到
全体师生的倾情支持，短短两个星
期时间，募集爱心善款共51256元，
其中教师共捐善款12310元，学生及
家长共捐善款38946元。

疾病无情，人间有爱。每个爱

心人士伸出的援助之手，温暖了吴
鸿群全家人的心，同时也温暖了所
有关注这件事的人的心。

记者了解到，虽然目前吴鸿群
已经进行了骨髓移植手术，但后续
治疗仍需要不少费用，这对于家境
不好的吴鸿群一家来说无疑是十分

沉重的压力。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让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出援助
之手，一起帮助吴鸿群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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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生被录取后，可登陆海南助学网站
www.hizx.org.cn进行网上申请报名

资助对象
2019年被全国普通高等院

校录取的农村贫困家庭及城市
低收入家庭应届考生

资助标准

3000—5000元/人

受助者条件

●2019年被全国普通高等
院校录取的大学生

●信州市户籍，遵纪守法，品
学兼优

●父母均为农民或城市低收
入群体

●家庭贫困，年收入低于当
地平均收入水平

●没有获得其它奖学金或助
学金资助

申请程序

2

考生登录海南助学网后，及时点击网
站的“下载中心“下载申请表《2019年
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申
请表》，按照表的要求如实填写，并到
当地村委会(居委会)和学校审核盖章

3
进入首页的“申请指南”，根据该“申
请指南”流程要求，进行如下操作

4
单击首页“我要申请”，根据“申请指
南”流程进行注册申请

5
登录本人的邮箱进行激活，然后在首
页点击右上方的“登录”，进行登录

6

登录后，及时点击“个人信息”信息
栏，进行完善个人信息，务必要如实
地填写个人信息

7
个人信息填写完后，点击提交按
钮。个人申请程序完毕

8

网上申请提交成功后，及时将2019
录取通知书(或个人录取状态信
息)、高考成绩单、贫困证明（建档立
卡贫困证明)、荣誉证书复印件和家
庭环境照片，一式三份送到团市委
办公室(新市委大楼16楼1602室
团委办公室)

9

网上申请完成后，团市委将通
过网上对贫困生的资料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后，提交省希望
办 ， 省 希 望 办 再 次 审 核 通 过
后，即可向社会公告。如有疑
虑 可 以 拨 打 相 关 电 话 进 行 咨
询。咨询电话：0898-23335698
或 0898-23830110

2019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网上申请流程
本报讯（记者丁子芹）近日，由团市委组

织开展的2019年儋州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申请工作已经开启，广大贫困学生可以通过
海南助学网平台进行网上申请圆梦助学金。

据统计，今年我市报名参加2019年普通
高考的人数6585人，结合往年情况，预计约
有400名贫困大学新生面临求学难、难求学
的问题，对于这些经过寒窗苦读，即将被录取
的贫困生来说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将成为他
们的沉重负担。

“我家是低保户，现在知道市里有一项圆
梦工程的活动，提前过来咨询下，等到我的高
考录取结果出来之后，再到市里进一步申
请。”高考考生羊盛隆说，如果可以成功申请，
将极大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据了解，为进一步帮助广大贫困学生减轻
学费、生活费等家庭负担，圆品学兼优贫困学生
的大学梦，由团市委组织开展的2019年儋州市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申请工作开启，此次希望工
程圆满行动对资助对象、资助金额和受助者条
件均有明确的要求和标准，符合条件的考生可
以登录海南助学网进行网上咨询报名，填写相
应表格并按照相应流程进行个人申请程序。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已经正式开始申请
了，希望广大贫困学子尽快申请，下一步我们
还要进行走访核实等工作，确保每个贫困学
子都能得到资助，圆他们的大学梦。”团市委
工作人员谢家弟说。

本报讯（记者丁子芹）近日，记者从
市考试中心获悉，省考试局公布了2019
年海南省本科提前批艺术（文）类最低控
制分数线。美术类、声乐类、器乐类、舞蹈
类、主持与播音类、书法类等6类考生的文
化成绩分数线均为415分。

其中，美术类考生的专业成绩分数线
为161分，声乐类考生的专业成绩分数线
为120分，器乐类考生的专业成绩分数线

为133分，舞蹈类、主持与播音类、书法类
等3类考生的专业成绩分数线分别为133
分、175分、148分。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最低控制分数
线中的文化成绩为高考成绩综合分、基础
会考成绩的10%和照顾分数之和。在文
化成绩达到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前提
下，以考生参加全省艺术统考的专业成绩
作为投档成绩。

考 生 通 过
手机扫描个人报
考卡上的个人二
维码查询。

关注高招

2019年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开启

贫困学子最高可获5000元助学金
截止时间：8月8日

本科提前批艺术（文）类最低控制分数线划定

文化成绩415分
高考录取结果可通过3种方式查询

近日，记者从市考试中心获悉，2019年我省普通高考录取工作于7月10日开始。广大考生可
通过如下三种渠道查询录取结果，市考试中心提醒广大考生，请认准官方查询渠道，勿上当受骗。

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查询

考生可通过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网址：ea.
hainan.gov.cn），在“2019年高考报名系统”查询。

2 海南省考试局政务微信平台查询
考生可通过微信关注海南省考试局政务微信“海

南考试”（微信号：hnkswx），进入“高考服务”->“高考
圈”菜单，打开高考圈系统后在“录取状态”模块查询。

高考报考卡二维码查询

（记者丁子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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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韦雪梅 林晓云）
记者从市重点项目办获悉，去年以
来，我市与全省统一开工项目共四批
29个，总投资60.48亿元，涵盖医疗教
育文化、生态环保、城市更新、基础设
施、农业等领域。截止目前，在各部门
各单位及施工单位的努力配合下，前
四批集中开工项目正有序推进，已有
9个达到或超过序时进度，已累计投
资11.1亿元。

根据项目建设统计报表显示，今
年我市承担的7个省重点项目，截至6
月，已累计完成投资3.95亿元。除4个
项目因未到开工节点外，其它项目建
设进展顺利，其中嘉禾现代休闲农业
观光园项目120亩山兰稻田播种正在
试种；儋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正
在开展垃圾仓等主体工程；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第三期已完成高压氧舱柱梁
板模板的建设。

7月11日，在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第三期工程项目施工工地上，塔吊机
械正伸展着有力的臂膀运送建材，多
台打桩机正开足马力抓紧施工作业，
工人师傅们也在有条不紊地开展地基
施工作业……

“目前，项目已完成场地平整、办
公区、管理人员和工人宿舍板房、临时
路铺设、围挡工作和高压氧舱柱梁板
模板的建设。工人们正在对病房楼试
桩的施工、综合楼临时设施的搭建和
感染楼基础梁结构的建设。”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三期工程有关负责人谭远波
介绍说。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6.8亿元、

建筑面积9.16万平方米的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第三期工程，包括一栋19层
住院大楼（病床400张），一栋综合大
楼，一栋感染住院楼，一栋住院医师规
培楼，一栋实验中心楼等。三期工程完
成后，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的建筑面积
将达到20万平方米，住院病床达到
1600张，届时将成为海南西部地区规
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环境最好的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为海南建设自由贸
易区（港）提供坚实的医疗保障。

记者在采访中还获悉，除了我市
承担的7个省重点项目外，一批与全
省统一集中开工的项目也正有条不紊
地推进中。

光村镇污水处理站项目正在进行
粗格栅和调解池的筏板基础浇筑；中
和镇污水处理站项目正在进行支线接
户管线施工……连日来，各镇污水处
理站建设正在紧张施工中，工人们正
在抓时间赶工期，整个工程正按计划
稳步推进。

“目前光村镇墟污水处理站项目
正在对污水处理站的粗格栅、调解池
等进行钢筋绑扎工作，已完成了总工
程量的67%，预计12月底便可建成
投入使用。”市水务项目建设管理中
心有关负责人李永平说，项目建成后
将解决光村镇污水处理能力严重不足
的问题。

据介绍，为有效加强农村污水处
理，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今年，
我市投入了5.19亿元，分别在南丰镇、

雅星镇、王五镇、中和镇、木棠镇、光村
镇等6个镇以及八一农场建设7座污
水处理站，目前项目正加紧建设中，预
计今年12月可全部建成投入使用。

重点项目建设是加快城市转型和
实现稳定增长的重要载体与抓手，要
实现今年总体经济目标，完成民生、生
态、基础设施建设等一些重要指标，我
市将以重点项目建设为契机，乘势而
上，积极作为 ，主动破解制约难题，确
保全面完成重点项目建设目标任务。

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截止目前，全省集中开工项目累计投资11.1亿元；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95亿元

图为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第三期工程项目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羊文彪 实习生李家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