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肖卫香冤国际
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教育厅获悉袁2018年中央财政
支持海南医学院为乡镇卫生院培养订单定向免费本科
医学生 140人袁层次为本科袁理工类袁临床医学和中医学
专业袁学制 5年遥
报考条件包括院1.符合 2018年我省普通高考报名不

受报考批次限制条件曰2. 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在我省定向
培养市县的农村区域有常住户口袁且本人户口在当地连
续满 3年渊2018年 8月 31日往前推算冤曰3.考生的高考投
档成绩须达到我省本科 A批投档最低控制分数线遥

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填报志愿的时间与我省本科
提前批填报志愿同时进行渊即 6月 27日起冤遥 符合报考
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条件的考生袁既可以在本科提前批
所设置的 6所院校志愿中单独填报实施定向免费本科
医学生计划的高校志愿袁也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同时在本
科提前批中按志愿顺序选择填报其他院校志愿遥 省考试
局将按照考生生源范围尧考生志愿顺序袁按照招生计划
数 1院1.2的比例和高考成绩从高到低分给学校投档袁由
学校择优录取遥 如生源不足袁未完成招生计划时袁再面向
全省农村区域考生征集志愿遥

报考免费定向本科医学生录取后尧获得入学通知书
之前袁 须与培养高校和定向就业所在地的市县卫生计
生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签署定向培养和就业协
议袁毕业后按协议规定到定向市县乡镇卫生院工作 6年
以上渊含规培 3年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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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南中学
2.海南省国兴中学
3.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4.海南华侨中学
5.海口市第一中学
6.海口市琼山中学
7.海口实验中学
8.海口市第四中学
9.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附属中学
10.文昌中学
11.琼海嘉积中学
12.三亚市第一中学

13.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
14.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市
第一中学

15.儋州市八一中学
16.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附属中学
17.洋浦中学
18.文昌市华侨中学
19.澄迈中学
20.万宁中学
21.海南省农垦中学
22.乐东中学
23.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

我省中招今日起填报志愿
录取方式有调整：第二批只允许填报 1个志愿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肖卫香冤 海南
省中招 6月 28日进入填报志愿的时间遥 国际旅游岛商
报记者从海南省教育厅获悉袁2018年海南中招政策总体
保持稳定袁录取方式略有调整遥

各批次录取学校和方式有所调整

提前批院增加北京师范大学海口
附属学校尧湖南师范大学附属定安中
学尧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学 3 个
实验班遥 增加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
渊校区在五指山市冤少数民族特招班遥
招录对象为世居在我省的黎尧 苗尧回
族初中应届毕业生遥 面向全省 50 个
招生计划袁 符合条件的学生由海南
野金第们爱心助学中心冶 资助高中阶
段三年学费遥

第一批院省一级学校增加 2所院乐
东中学尧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袁
达到 23所遥
第二批院允许填报 1个志愿遥 以前

允许填报 2个志愿袁 并且采取志愿优
先方式投档录取袁即院首先按考生第一
志愿投档袁 第一志愿不满的情况下才
投档第二志愿考生遥 从近几年志愿填
报的情况看袁 安排在第二批次录取的
普通高中绝大多数第一志愿就可以录
满 渊个别民办高中的公费生计划除
外冤袁招生学校一般不会考虑第二志愿
考生袁 即使第二志愿仍存在较高分数
考生袁 但由于中招政策明确采取志愿
优先方式袁从规则上也无法录取遥从另
一方面讲袁 考生被填报为第二志愿的
学校录取后袁就读意愿不强袁往往要求

录取学校退档袁 但受中招录取规定限
制袁不允许退档袁也就无法参加下一批
次学校录取遥 个别私自无视录取结果
而到其他学校就读的考生袁 无法正常
取得普通高中学籍袁导致出现野空挂学
籍冶野借读冶等违规行为袁不利于高中学
籍规范管理遥
第三批院分两段录取遥 第一段普通

高中学校袁允许填报 3个志愿袁采用平
行志愿投档遥 第二段有五年一贯制招
生的高等学校尧中高职野3+2冶连读及中
高职野3+2冶分段培养试点班袁允许填报
3个志愿袁采用志愿优先投档遥

平行志愿按照野考生分数优先尧遵
循志愿顺序冶的原则进行投档和录取遥
本批次学校录取时袁 中考分数高的考
生先于分数较低的考生投档袁 而对于
每个考生的志愿袁 则按考生填报的 1尧
2尧3志愿顺序依次进行检索遥平行志愿
投档方式对考生来说袁 扩大了考生志
愿的选择范围袁 降低了考生填报志愿
的难度袁 也增加了考生被学校录取的
机会遥

原在此批次填报的中等职业学校
志愿予以单独设立 渊类似民办学校志
愿冤袁设置 3个志愿袁符合条件的考生袁
可任选 3所学校填报遥

根据要求袁厅直属中学尧有关高校
附属中学尧海南华侨中学渊部分指标冤尧
西南大学三亚中学渊部分指标冤尧经省
教育厅批准的普通高中学校实验班面
向全省招生曰 其余公办普通高中学校
只在本市县渊单位冤范围内招生遥

面向全省招生的普通高中学校定
点分配到市县渊单位冤的指标袁只招收
该市县渊单位冤户籍的考生遥其中袁海南
中学单独分配指标招收学籍在我省的
外省市户籍考生遥

各市县渊单位冤 公办普通高中学
校是否招收学籍在本地尧 但户籍不
在本地渊含外省市户籍冤的考生袁由
各市县渊单位冤教育行政部门确定袁
报省教育厅中招办备案袁 并在填报
志愿前向社会公布袁各市县渊单位冤须

逐步提高学籍在本地户籍不在本地的
考生升学比例遥

民办普通高中学校面向全省招
生遥 海南省中招办提醒袁民办普通高中
学校提前录取协议书必备条款包括院
野一尧本协议一经签署袁即视为考生将
本校作为唯一的志愿学校袁 且自愿放
弃填报其他学校志愿的权利遥 二尧本协
议签订前袁 如考生已被公办普通高中
学校和中高职野3+2冶连读尧中高职野3+
2冶分段培养及中职与普通本科野3+4冶
分段培养试点班录取袁则本协议无效遥
三尧 考生中考成绩如未达到当年省定
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袁 则本
协议无效遥 四尧本协议在当年初中毕业
生学业水平考试结束后渊即 6月 28日
以后冤签署有效袁否则无效遥 冶

考生与民办中学签约需看准条款

精神医学专业在医学门类
进行录取袁标准学制为五年袁毕
业生将被授予医学学士学位遥
该专业将教学重点放在临床医
学综合知识与基本技能尧 精神
医学基础知识与技能尧 心理咨
询与治疗技能尧 精神科职业认
同感等方面遥 培养学生的普通
精神科临床诊治能力袁 并兼备
具有一定的精神相关其他类疾
病的处理能力遥 要求学生掌握
正确的临床工作方法袁 包括准
确采集病史尧规范体格检查尧精

神检查袁正确书写病历尧熟悉各
轮转科室诊疗常规 渊包括诊疗
技术冤和临床路径尧正确对精神
科疾病和多发病进行诊断与处
理遥 该专业主要课程包括系统
解剖学尧组织胚胎学尧生理学尧
药理学尧生物化学尧病理学尧免
疫学尧诊断学尧内科学尧外科学尧
妇产科学尧儿科学尧传染病学尧
预防医学尧心理学导论尧精神病
学基础尧临床精神病学尧神经病
学尧精神药理学尧心理咨询与治
疗尧儿童精神病学尧老年精神病

学尧司法精神病学尧社区精神病
学尧变态心理学尧社会心理学尧
心理评估学尧心身医学概论遥

据介绍袁 精神医学专业目
前有专职教师 9人渊教授 1 人袁
副教授 3 人袁讲师 5人冤袁其中
博士 3名袁硕士 6名遥 聘任了海
南省人民医院尧 海南省安宁医
院具有丰富临床及及教学经验
的高级职称精神科医师作为兼
职教师袁注重学生人文尧临床尧
精神医学尧 心理咨询与治疗综
合素质的培养遥

高考录取期间各市县招生办
值班电话

市县 值班电话
海口 66293120
三亚 88657851
五指山 86623364
洋浦 28836653
文昌 63229549
琼海 62822775
万宁 62229290
屯昌 67811340
定安 63831880
澄迈 67620680
临高 28274176
儋州 23380801
保亭 83661006
琼中 86221946
白沙 27727032
陵水 83314103
昌江 26627600
乐东 85523409
东方 25515862

海南医学院新增 2个专业
计划招生 85人 将在本科 A批录取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肖卫香冤 6月 27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
南医学院招生办获悉袁海南医学院今年新增精神医学尧临床药学两个专业开始面向全国
招生袁均在本科 A批进行录取遥今年新增专业中袁精神医学招生总计划 35个袁其中面向海
南的招生计划数为 7个袁临床药学招生总计划 50个袁其中海南 13个遥

临床药学在医学门类招
生袁五年渊实习一年冤学制袁毕业
生可被授予理学学士学位遥 该
专业将培养具备临床药学基础
知识尧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袁熟
悉药政法规袁 能够从事以合理
用药为核心的全程化药学服务
工作的专门人才遥 主要课程包
括大学英语尧高等数学尧数理统
计尧基础化学尧分析化学尧有机
化学尧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尧

微生物学尧解剖学尧生理学尧药
物化学尧药物分析尧药理学尧药
剂学尧临床药物代谢动力学尧药
物毒理学尧 病理生理学尧 诊断
学尧内科学尧外科学尧妇科学尧儿
科学尧临床药理学尧临床药物治
疗学尧药物经济学尧医院药学尧
医院药事法规与 GCP尧医学伦
理学尧 临床见习等遥 该专业目
前已有临床药学类专任教师
56人袁其中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的教师占师资队伍的
80.4%曰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
教师占师资队伍的 87.5%遥专任
实验技术人员和教学辅助人员
17人袁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者占 29.4%曰具有硕士及以上学
位者占 58.8%遥目前临床药学专
业师资力量能满足本专业办学
需求遥
据悉袁精神医学尧临床药学

专业学费均为 6000元/学年遥

精神医学专业:招生总计划 35个，其中海南 7个

2 临床药学:招生总计划 50个，其中海南 13个

今年海医计划培养 140名
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

海南今年高考录取期间
各市县招生办电话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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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一级学校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