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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谈服务区院能容纳 60人左右袁各市县与客商洽谈交流尧商业对接的
场所遥 咨询服务中心院为客商及观展群众提供质量监管尧物价监管尧宾馆酒
店尧机票尧物流及展会现场的咨询尧协调尧调度服务遥

屯昌美食每年都引爆农博会袁
那么袁来屯昌逛农博会袁要吃哪些
屯昌美食呢钥屯昌美食绕不过天然
无公害尧原味留存尧百吃不腻的特
点遥 屯昌黑猪尧屯昌黄鸡尧枫木苦
瓜尧屯昌香草鸭尧枫木茄子尧雷公
笋尧罗氏沼虾尧罗非鱼等等都是注
册商标袁热销岛内外遥

野屯昌黑猪冶以皮薄尧肉嫩尧味
香而闻名全省袁 它外表以白肚皮尧
三角形印堂尧 黑脊背为主要特征遥
其肉质细袁味道可口袁广受市场和

消费者的欢迎遥屯昌黑猪在饲养过
程中袁以玉米尧稻谷尧木薯尧花生饼尧
米糠等农副产品组成的农家饲料
为主袁实现了真正的绿色繁育和生
态养殖遥

屯昌黄鸡袁 外形毛色为金黄
色袁脚小尧啄小尧脖子短尧尾巴长尧皮
薄色黄尧脂肪金黄色尧肉色细嫩色
白纤维少尧味美芳香袁营养价值高袁
是宴席上的佳品遥 它是用本地优质
品种公鸡经阉割后袁全程放养在荒
山野岭上袁被人们推崇为野年晚鸡冶袁

已成为屯昌的特色品牌袁知名度不
断提高袁深受岛内外消费者喜爱遥

屯昌枫木苦瓜袁 驰名省内外尧
成为屯昌冬季瓜菜的拳头产品遥枫
木苦瓜以其早熟尧丰产尧优质尧瓜长
圆锤形尧皮浅绿色尧有光泽尧形体均
匀尧大小适中袁单瓜重 300 一 400
克尧肉质爽滑饱满袁味微苦袁品质优
宜出口遥 在 2018年第三届枫木苦
瓜文化节上袁来自石岭坡村委会的
陈英花种植的苦瓜单果 2.15斤摘
得野苦瓜王冶称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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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海南渊屯昌冤农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走进大棚，品味屯昌天然无公害美食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 以野循环尧绿色尧品牌尧农业+冶为主题的

2018年第九届海南渊屯昌冤农民博览会渊以下简称野农博会冶冤将于 2018年 5月 18日要20
日在屯昌开幕袁主会场设在农博城袁分会场设在屯昌农业公园猪哈哈的农场和屯昌梦幻香
山芳香文化园遥 目前袁场馆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进行中遥

5月 15日袁 商报记者在屯昌
县农博城看到袁农博会场馆现场 1
号和 2号展棚的外骨架已搭建完
毕袁工人们正在加紧展馆的搭建和
布置工作遥展馆照明尧空调通风尧消
防设施尧 展台等已基本安装到位袁
各展馆的宣传标语等后续装饰工
作有序进行着遥

1号展棚是现代农业展馆袁设
有建省 30 周年农业农村发展展
区尧生态循环农业展区尧农业产业
扶贫展区和美丽屯昌展区遥 2号展
棚是农业产品展销馆袁设有全国品
牌农产品展销区尧台湾农产品展销
区尧国际农产品展销区和海南品牌
农产品展销区遥此外还将设置服务

区袁包括洽谈服务区尧咨询服务中
心等遥

农博会项目有关负责人表示袁
大棚里边的特装展馆袁标摊位置所
有主体结构已全部搭建完成袁整体
的项目进度 5月 16日全部完工袁5
月 17日将提供给参展商做参展准
备遥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袁今年的展
馆与去年主要不同的是两个方面袁
一是所有市县馆展馆全部进入大
棚里边袁便于参展商和游客更集中
更方便的展销曰 二是建省 30周年
农业发展展区展馆袁 主要是针对
30周年以来海南省农业的畜牧尧

种植尧南繁产品以及三品一标等一
系列的成果展示遥

据介绍袁 此次农博会共安排
10项重要活动袁 包括农博会最受
欢迎农产品评选活动袁美食评比及
体验活动渊野寻味海南冶美食达人大
赛尧美食一条街冤袁野农博之旅冶体验

活动 渊民间武术健身暨骑行活动尧
猪哈哈的农场音乐彩跑暨家庭厨
艺大赛尧梦幻香山芳香体验采摘之
旅冤袁野农博之梦冶 农产品产销对接
暨农业项目招商推介活动袁乡村振
兴战略论坛等遥

带你提前逛展馆

建省 30周年农业农村发展展区院展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期
间野三农冶风貌变迁历程遥 生态循环农业展区院展示我省与农业农村部共同
推进海南生态循环农业示范省建设成果遥 农业产业扶贫展区院展示我省农
业产业精准扶贫的各项举措和脱贫致富成果袁以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取得的成效遥美丽屯昌展区院展示屯昌县 30年来农业发展变迁和产城
融合尧产业小镇尧美丽乡村尧精准扶贫等建设成果袁及农垦改革发展成效遥

全国品牌农产品展销区院展示展销全国尧全省名优农产品和优质生产
资料遥 台湾农产品展销区院展示展销台湾名特优农产品遥 国际农产品展销
区院展示展销国际特色农产品尧农业加工品遥 海南品牌农产品展销区院展示
展销全省特色品牌农产品尧农业加工品以及相关农业扶贫物品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肖卫香冤 5月 15日袁 国际
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考试局
获悉袁 在我省 2018年 4月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过程中袁8名考生分别
有开考信号发出前答题尧携带规定
以外的物品尧违反考场规则尧旁窥尧
交头接耳等考试违纪行为曰94名考
生分别有夹带尧替考尧携带通讯设
备尧抄袭等考试作弊行为遥
根据叶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

办法曳(教育部令第 33号) 有关规
定袁将对有考试违纪行为的 8名考
生给予取消该科目考试成绩的处
理曰 对有考试作弊行为的 94名考
生给予取消当次考试各科目考试
成绩的处理遥在海南省考试局官网
进行公示袁 公示期限院2018年 5月
15 日至 2018 年 5 月 21 日袁 共 7
天 遥 联系电话 院 (0898)65858182尧
65852099尧65390746(传真)遥 联系地
址院 海南省海口市红城湖路 60号
海南省考试局遥 邮政编码院571100遥

试卷的印制尧 运送与保管也
是叶细则曳强调的重点之一遥 高考
的试题尧参考答案尧评分参考清样
由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遥 启用前
的试题尧参考答案尧评分参考清样
须存放在经公安尧 保密部门验收
合格的试卷保密室遥 试卷由省考
试局选择符合上述文件规定条件
的单位印制遥

叶细则曳要求袁省考试局要加
强对试卷印制过程和派出的监印
人员的监管袁选派熟悉业务尧经验
丰富的中层渊含冤以上干部带队入
闱监印遥 要对试卷监印等涉密人
员进行资格审查袁 由省考试局一
把手审签袁政审建档袁签订叶保密
承诺书曳袁人员名单报教育部考试
中心备案遥 试卷印刷入闱时必须
对所有入闱人员进行违禁物品检
查并全程录像曰 入闱前由省考试

局联合保密部门检查袁 检查情况
报教育部考试中心备案遥 试卷印
制过程中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改动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
试题内容遥如确需变更时袁必须经
教育部考试中心审核批准遥

试卷整理尧保管尧分发场所须
安装 2个以上摄像头袁 进行全程
全方位尧无死角监控录像遥试卷整
理场所要实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制
度和登记制度遥 试卷保管室存
放试渊答冤卷期间袁各市县要安排
含公安 渊武警冤 在内的 4名以上
渊含 4名冤 工作人员昼夜值守袁并
保证任何时候不少于 2人袁 确保
试渊答冤卷的安全保密遥 每场考试
前袁 考区向考点运送试卷须使用
专用密封车辆袁由公安渊武警冤在
内的 3名以上(含 3名)工作人随
车押运袁并直达考点保管室渊试卷

分发室冤遥 试卷到达考点袁须再次
清点袁无误后放入铁柜中并上锁袁
钥匙由考点主考掌握遥 试卷在考
点保管室渊或试卷分发室冤存放期
间袁室内至少有公安渊武警冤在内
的 3名以上工作人员值守袁 并保
证任何时候不少于 2人袁 严禁无
关人员入内袁 网上巡查系统须全
程监控并实时录像遥
强化报告制度遥 考试期间袁各

市县招生办须安排专人昼夜值班袁
并在考前将值班安排 渊人员名单尧
联系电话等冤上报省考试局曰遇到
失密尧泄密尧大面积舞弊或其他重
大事件袁 应立即报告省考试局袁省
考试局报告教育部考试中心遥所有
涉密事项袁必须用加密方式进行联
络遥考试信息由省考试局向社会发
布袁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向社
会发布或泄露考试信息遥

我省 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管理工作实施细则发布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泄露高考信息

商报全媒
体讯 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肖卫香 冤 5 月
15日袁 海南省
教 育 厅 印 发
叶海南省 2018
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全国统
一考试考务管
理工作实施细
则曳渊以下简称
叶细则 曳冤袁 叶细
则曳 明确了我
省 2018年高考
考务管理工作
的具体事项遥

工作人员签订责任书

叶细则曳提到袁 高考考务管理
工作基本原则是公平尧 安全尧科
学尧规范遥 叶细则曳强调高考的保密
性遥高考全国统考科目试题尧参考
答案在本科目考试启用前属绝密
级事项袁知悉范围是命题尧审题尧
印刷尧监印等相关工作人员曰评分
参考在本科目考试启用前属绝密
级事项袁启用时降为秘密级袁保密
期限连续计算袁共 5年袁知悉范围
是命题尧审题尧印刷尧监印尧阅卷等

相关工作人员曰 评卷过程中制定
的评分细则按国家秘密级事项管
理袁 知悉范围是阅卷及相关工作
人员曰 考生答卷在成绩公布前按
国家秘密级事项管理遥

叶细则曳指出袁各市县要配备
与所承担的高考考务工作任务相
适应的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考试
工作人员遥 考试工作人员实行岗
位聘任制袁 监考员及考试人员选
聘由推荐学校审核后袁 在学校公

示袁公示期结束后袁将拟聘任教师
名单报市县招生办袁 由市县招生
办统一选聘遥 推荐学校或主考须
与所选聘考试工作人员签订工作
责任书袁 所推荐的学校对选聘人
员要承担领导责任遥 各市县要建
立考试工作人员信息库袁 被选聘
的考试工作人员按要求填写相关
信息袁签订工作责任书袁工作人员
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将列入其年度
考核袁作为晋职晋级的参考依据遥

试卷实施严格保密制度

我省 4月自考

8考生违规
94考生作弊
将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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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进行中

今年的展馆与去年主要有两方面不同

逛农博会，尽享屯昌天然无公害美食

现代农业展馆四大展区

农业产品展销馆四大展区

两个服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