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 渊实习记者 陈德文 通讯
员 林玥 郭石宝冤6月 20日袁2016年全
省检察机关举报宣传周活动正式拉开
帷幕遥 此次举报宣传周起止时间为 6
月 20日至 24日袁活动围绕野加强举报
人保护袁 惩治群众身边腐败冶 这一主
题袁 重点宣传中央和国家关于惩治和
预防腐败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曰检
察机关保护尧 奖励举报人的工作制度
和贯彻落实情况等五个方面内容遥
据了解袁去年袁全省检察机关举报

中心共接收举报线索 651件袁 其中袁
实名举报线索 323件袁重复举报线索
76件遥 受理的首次举报线索中袁罪名
涉嫌贪污贿赂类犯罪的 470件袁占首
次举报线索总数 81.74%曰涉嫌渎职侵
权类犯罪的 105件袁 占 18.26%遥 2015
年以来袁 全省检察机关共奖励举报有
功人员 17人遥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昨日从海口市野双创冶工
作指挥部项目保障组了解到袁 海口
市野双创冶项目之一的海口万人海鲜
广场项目已达到动工条件袁 计划本
月内开工建设袁年底前将开门迎客遥
项目建成后袁 这个省内规模最大的

自助海鲜广场将成为海口市的又一
张美食名片遥

据悉袁海口万人海鲜广场选址
于龙昆南路延长线袁总占地面积约
168亩袁目前项目前期清场工作已
经完毕工遥 项目规划设计以海洋
文化为主题袁 场内实现全开放尧全

通透尧全绿化袁并通过自动售卖机尧
手机 APP 等科技手段进行智能化
交易遥

野海鲜广场将建 80 个海鲜摊
位袁有两个主要区域院海鲜零售区和
海鲜加工区遥冶海口万人海鲜广场项
目负责人卢定华介绍袁 海鲜零售区

的 80位业主全部是渔民袁这样就省
去了中间流通环节袁 实现了海鲜平
价销售曰加工区的 80位业主将引导
流动摊贩入驻遥除了两大区域外袁广
场内还有海南特色小吃店尧小超市尧
儿童乐园等袁 参与经营商户将达到
350多家袁直接解决就业 3500人遥

商报讯渊记者 叶娇 通讯员 张
江波冤 近日袁 人社部社保中心印发
叶关于 2015年度社会保险主要业务
工作考核情况通报曳渊人社险中心
函 也2016页47 号 冤袁海南省社保局在
2015 年度社会保险主要业务工作
考核中获评 野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经办管理先进单位 冶尧
野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
管理先进单位冶尧野全国基本医疗保
险经办管理先进单位冶尧野全国工伤
保险经办管理先进单位冶遥 在全国
67 家省级及单列市社保经办机构
中袁同时获得 4 项表彰的仅 3家遥这
是海南省社保局继 2014 年度获得
4 项表彰之后袁 再次同时荣获 4 项
表彰遥

商报讯渊驻琼海记者 王春棠冤
目前袁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 2016
年年会的筹备活动已进入紧张的
倒计时遥 由 CCTV-7叶美丽中国乡
村行曳栏目发起袁中国农业电影电
视中心渊CCTV-7农业频道冤尧央视
网尧 海南省商务厅联合主办的美丽
乡村博鳌国际峰会将如期在海南博
鳌举行遥
中宣部尧农业部尧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尧 国家林业局尧 国家旅游
局尧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
部委领导以及非洲博茨瓦纳驻华
大使尧非洲马拉维驻华大使将拨冗
出席本次峰会遥 同时袁峰会也得到
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尧中韩经济文
化交流中心尧台湾品牌农业推广协
会的大力支持遥届时袁来自陕西尧江
苏尧广西尧山东尧湖北尧湖南尧四川尧
内蒙古尧贵州尧山西尧安徽尧天津尧浙

江尧广东尧海南尧河北尧重庆等 20多
个省市区的 800 余名美丽乡村代
表将于 6月 23日在博鳌相聚遥
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由开幕

式尧主论坛尧分论坛尧闭幕式以及美
丽乡村成果展等几大部分组成遥 中
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尧中
国社科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尧 中国
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尧中
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尧

北京科技研究院中国创意产业研究
中心等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将出席
论坛袁发表精彩演讲袁并与各地美丽
乡村代表进行沙龙话题互动袁 对精
准扶贫与供给侧改革进行深度政策
剖析袁 对美丽乡村发展的创新模式
提出新的构想袁 所探讨的热点话题
涉及最新国家政策尧 最热全域旅游
概念袁 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国际社
会对美丽乡村的共同关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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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评卷全部结束 25日前放榜
考生可以通过 6个渠道查询 7月 10日开始填志愿

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进入倒计时
20多个省市区 800余名代表 23日野论剑冶

我省发布叶意见曳要求推动足球普及与提高

足球从娃娃抓起优秀球员升学开“绿灯”

商报讯渊记者 蔡磊冤为全面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足球改革发
展的总体部署袁进一步推动我省
足球事业健康尧快速尧可持续发
展袁日前袁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叶海
南省贯彻掖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
体方案业的实施意见曳渊以下简称
叶意见曳冤袁 要求推动海南足球的
普及与提高袁培养高水平足球人
才遥 建设国家级足球训练基地袁
为国家足球训练尧 发展提供保
障遥 举办有影响力的足球赛事袁
加强对外足球交流袁 积极融入
野一带一路冶国家战略袁促进海南
足球产业与旅游尧文化等产业融
合发展袁 带动足球产业的发展袁
助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遥

海口万人海鲜广场本月开建
选址于龙昆南路延长线 设 80个海鲜摊位 年底前开门迎客

商报讯渊记者 李兴民冤临高供销
合作社积极履行为农服务职责袁 大力
推进供销合作社各项改革袁 取得良好
效益袁 各项经济指标平均每年以两位
数递增袁 连续四年被省社评为综合业
绩考核特等奖和多个单项奖遥
据介绍袁 该供销合作社先后牵头

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 50家尧 示范社
11家尧联合社 8家遥 2015年采取省社
企业+县社企业+村委会+农户+养殖
户的模式袁 成立三个农民种养专业合
作社袁建设一个年存栏量 3000头临高
黑猪养殖场曰一个年存栏量 2000头山
猪养殖基地曰一个果子狸养殖基地遥三
个项目计划投资 1200 万元袁2015 年
底已经投入资金 300多万元袁 今年计
划完成投资约 450万元遥

全省检察机关启动
举报宣传周活动

省社保局工作考核
同时荣获 4项表彰

临高供销合作社
综合改革见成效

商报讯 渊记者 肖卫香冤 6月 19
日袁2016年海南省高考评卷全部结
束遥 评卷完成后袁海南省考试局接下
来将对考生的分数进行统计尧复核袁
预计 25日前公布成绩袁考生 7月 10
日开始填志愿遥 19日下午 6时袁国际
旅游岛商报记者联系 2016年海南省
高考评卷作文组组长尧 海南师范大
学教授曾庆江获悉袁 今年高考语文
科目无满分作文遥 据介绍袁评卷最后
两天袁仍有零分作文出现袁零分原因
是考生缺考遥

自 14日起袁2016年海南省高考
评卷正式开始袁19日评卷结束遥今年
高考后海南省考试局共收到 362046

份高考答题卡袁 全省共 14 个小组
855人为评卷工作护航遥

据了解袁 今年考生可以通过 6
个渠道查询成绩袁 一是通过省考试
局官网查询曰 二是通过扫描考生报
考卡二维码查询曰 三是通过海南高
考圈查询曰 四是通过省考试局微信
平台查询曰 五是通过微信城市服务
查询曰 六是通过掌上大学查询遥 同
时袁 海南省考试局开发了便捷服务
考生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袁 在去年
微信高考圈的基础上开发了海南高
考圈袁 将一站式全天候查询高考招
生录取全过程查询咨询遥 第一时间
提供考生成绩查询尧成绩分析查询尧

批次划线查询尧高考政策查询尧高考
资讯查询曰 实时提供考生个人录取
状态尧同班同学录取情况尧同所高校
在海南的录取考生及专业查询等遥

另据悉袁 今年我省高考填志愿
仍在野知分知位冶的状况下进行遥 我
省今年普通高考报名人数共计
60349人袁比去年减少了 1659人遥 其
中袁文史类考生 19974人尧理工类考
生 36626人尧艺术类考生 2073人尧体
育类考生 1676人遥 经教育尧公安尧人
社等部门分别对考生学籍尧 户籍以
及法定监护人在我省缴交社保情况
的审查袁今年全省共有 288名考生被
限制只能报考本科第三批和高职专

科批次袁有 364名考生被限制只能报
考本省高职专科批次遥 今年袁全省共
有 7948名考生申请享受照顾加分袁
比去年减少了 483 人曰 全省共有
1227名异地高考考生在我省报名参
加高考袁比去年增加 556人遥此外袁今
年全国各高校在我省投放的本科招
生计划有 34074 个 袁 比去年增加
1064个袁 但今年考生总数比去年减
少 1659人袁 预计我省今年本科录取
率比去年略有提高遥

海南省考试局相关负责人提醒袁
海南一切高考信息查询以海南省考
试局提供的途径为准袁 考生和家长
勿轻信其他查询路径遥

采用合作共建模式成立足球队

叶意见曳要求袁各级各类学校要
把足球列入体育课教学内容袁积极
推进足球教学模式的多样化袁强化
足球教学遥 按照小学尧初中尧高中三
个阶段学校 4颐2颐1的比例建设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遥 2017年前袁遴选建
设 80 所小学尧40 所初中尧20 所高
中(含中职)尧5所大学的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袁鼓励开展校园女子足球活
动曰2020年前袁 再遴选建设 120所
小学尧60所初中尧30所高中 (含中
职) 和 5所高校的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袁使我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总数

达到 360所左右袁扩大校园女子足
球规模袁使女生参与校园足球运动
的比例达到 10%以上遥

叶意见曳提出袁实施学生足球运
动员注册制度袁 建立校园足球运动
员准入机制曰 研究制定优秀校园足
球运动员升学政策袁 构建小学要要要
初中要要要高中要要要大学相互衔接的
升学政策体系遥并要求每所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都至少有 1名足球专业教
师和一定数量的教练员和指导员遥

同时袁将校园足球场建设纳入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尧

初中工程尧高中基础设施建设和青
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建设袁按
照小学 5 人制尧初中 7 人制尧高中
(含中职) 和大学 11人制足球场的
要求袁通过新建尧改造的方式袁争取
到 2020年袁全省 90%以上的学校都
至少有一个标准化的足球场袁配齐
配足校园足球设施和器材遥 在海口
建设集训尧赛尧科尧医为一体袁不少
于 20片标准足球训练场尧 运动员
公寓尧体能训练尧康复设施等功能
齐全的足球训练基地袁满足国内外
足球队伍到海南训练的需求遥

实施学生足球运动员注册制度

叶意见曳对我省足球事业发展
提出近期尧 中期和远期的目标遥 其
中袁 近期以大力推动以校园足球为
龙头的青少年足球发展袁 鼓励各类
社会足球的开展曰 采用合作共建模
式成立海南足球队并参加全国职业
足球联赛曰扶持琼中女足袁推动全省
女子足球的发展曰 推动全省足球基

础设施建设袁 建设省级体育中心袁
承接大型国际足球比赛曰创建海南
国家级足球训练基地袁承接国家队
和境内外职业队训练和比赛袁足球
与旅游尧 文化等产业基本融合袁我
省足球产业初具雏形为目标遥

叶意见曳提出袁在国家政策允许
的范围内袁积极创造条件袁支持省

内企业投资建设职业足球俱乐部袁
发挥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龙头作用袁
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遥

鼓励职业足球俱乐部扎根海
南袁积极创造条件袁吸引和鼓励职
业足球俱乐部到海南扎根袁长远系
统规划袁培育稳定的球迷群体和城
市足球文化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