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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健全县包乡镇尧乡镇包村的脱
贫攻坚工作机制遥 保亭县按照中央关于
野省负责尧市县抓落实尧乡镇扑下身子冶的
要求袁制定了叶保亭县进一步完善野县包乡
镇尧乡镇包村冶脱贫攻坚工作机制实施方
案曳和叶保亭县脱贫攻坚单位定点帮扶和
干部包村帮扶工作的的实施方案曳遥
其中袁开展单位定点帮扶和干部包村

工作袁实行野不脱贫袁不脱钩冶结对帮扶袁各

单位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实际情况袁安排每
个村小组至少有 1个单位包村帮扶尧1名
干部驻点包村遥 主要做好产业帮扶尧宣传
扶贫政策尧进村入户帮扶尧开展实用技术
培训尧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遥

此外袁 设立基层三级战斗队袁 将乡
渊镇冤村挂点领导尧第一书记尧驻村工作队
员尧村两委干部尧帮扶责任人尧村民小组组
长等各方面力量全部编入战斗队伍袁组建

了 9个脱贫攻坚大队袁60 个脱贫攻坚中
队袁467个脱贫攻坚小队袁 构建了高效有
力的脱贫攻坚作战体系袁 打通脱贫攻坚
野最后一公里冶遥
保亭县委常委尧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周

洪杰表示袁通过建立严密的脱贫攻坚作战
系统袁保亭县将切实把责任压实袁把压力
传导到基层袁传递到每一个人袁为保亭县
今年实现脱贫摘帽目标打下坚实基础遥

保亭县建立完备战斗体系 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

打通“最后一公里”铁腕推进脱贫攻坚

本科提前批第一志愿投档线出炉
录取首日完成录取 375人 如果第一志愿被退档将按照第二志愿再次投档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张宇博冤 据了
解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渊以下简称保亭县冤为切实推进脱
贫攻坚各专项工作尧压实责任袁建立类似军事管理的战斗体
系袁组织严密袁分工明确遥其中袁指挥部尧指挥部下设 13个专
项工作组尧督查组尧基层三级战斗队层层分工袁同时督查尧问
责两项严厉机制加以鞭策袁铁腕推进脱贫攻坚遥

银 保亭县脱贫攻坚战斗体系

指挥部传导压力 工作组主导专项扶贫工作
据保亭县扶贫办介绍袁目前袁保亭县

已建立健全了完备的脱贫攻坚战斗体系袁
真正做到组织严密尧分工明确袁切实压实
责任遥 其中袁保亭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
部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袁 王昱正尧
符兰平任总指挥长袁全县分片区成立 9个

分战区袁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各专项工作遥
指挥部下还设立 13个专项工作组袁

分别为院精准识别和退出管理组尧野两项制
度衔接冶保障组尧义务教育保障组尧基本医
疗保障组尧 住房安全及防超标保障组尧产
业扶贫政策落地组尧零就业贫困家庭落实

组尧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规范组尧扶志扶智
组尧扶贫责任落实到位管理组尧法治扶贫
组尧督查问责组尧扶贫宣传组遥 这 13个专
项工作组将对野两不愁尧三保障冶等专项扶
贫工作担负主体责任尧 发挥主导作用尧履
行主要职责遥

建立督查问责机制 将作为干部调整依据
此外袁 为进一步加强督查巡查力量袁

传导压力尧压实责任袁保亭县成立 4个县
委脱贫攻坚督查组遥 其中袁第一督查组督
查县直机关及企事业各单位尧省属驻保亭
各单位袁 其余 3个督查组各督查 3个乡

镇遥督查组主要通过暗访明查的方式展开
工作袁 重点督查国家对海南省 2017年脱
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突出问题的整改情
况袁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核实遥
据了解袁督查组根据国家脱贫攻坚考

核定量尧定性指标要求袁开展野三查三看三
督冶工作袁将实施最严格的督查巡查及问
责袁督查情况将及时报送纪检监察和组织
部门袁作为执行组织纪律和干部调整配备
的重要依据遥

健全脱贫工作机制 打通“最后一公里”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肖卫香
实习记者 魏铭维冤 7月 10日袁海南省考试局先后
公布了 2018年本科提前批第一志愿投档分数线尧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第一志愿投档分数线以
及 2018年海南师范大学小学乡村教师定向免培
生投档最低控制分数线遥 考生可登录海南省考试
局官网查看具体分数和投档情况遥 录取第一天完
成录取 375人袁其中文史 103人袁理工 272人遥

当天袁 海南省考试局公布 2018
年本科提前批第一志愿投档分数线袁
并公布了相关院校该批次在琼招生
的计划数袁以及海南省考试局根据投
档比例进行投档的人数遥

其中袁文史类袁北京语言大学最
低投档分 729分袁计划招生人数为 3
人袁已投档 4人曰中国传媒大学计划
招生 3人袁 投档 4人袁 最低投档分
769分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计划招生
10人袁 投档 11人袁 最低投档分 688
分曰 国际关系学院计划招生 2人袁实
际投档 2人袁 最低投档分 751分曰香
港中文大学计划招生 2人袁实际投档
2人袁最低投档分 793分曰香港城市

大学计划招生 1人袁 实际投档 1人袁
最低投档分 731分等遥
理工类袁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计划

招生 10人袁实际投档 12人袁最低投
档分 625分曰中国传媒大学计划招生
3人袁实际投档 4人袁最低投档分 694
分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计划招生 58
人袁实际投档 71人袁最低投档分 606
分曰 香港中文大学计划招生 2人袁实
际投档 2人袁 最低投档分 777分曰香
港城市大学计划招生 5人袁实际投档
6人袁最低投档分 724分等遥

考生可登录海南省考试局查看
各院校在琼招生具体投档计划数尧投
档数以及最低投档线遥

省考试局还公布了海南省 2018
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
目人才培养计划第一志愿投档分数
线遥据显示袁海南省 2018年农村订单
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人才培养
计划第一志愿投档均为理工类遥定向
市县包括海口尧三亚尧五指山尧洋浦等
除三沙市之外的 19个市县遥 今年海
南省人才需求计划共计 140 人袁其
中袁临床医学 100人袁中医学 40人遥

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
项目人才培养计划第一志愿投档分
数线分别为院 海口投档最低分 612
分袁三亚投档最低分 550分袁五指山

投档最低分 598分袁 洋浦投档最低
分 548分袁文昌投档最低分 582分袁
琼海投档最低分 621分袁 万宁投档
最低分 610分袁屯昌投档最低分 551
分袁澄迈投档最低分 566分袁临高投
档最低分 646分袁 儋州投档最低分
633分袁 琼中投档最低分 550分袁白
沙投档最低分 542分袁 昌江投档最
低分 550 分袁 乐东投档最低分 604
分袁东方投档最低分 563分遥

根据日前教育部发布的 叶关于
做好 2018年中央财政支持中西部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招生
培养工作的通知曳袁中央财政支持的

免费本科医学生订单定向招生计划
在有关学校的本科层次招生来源计
划中单列编制袁计划性质为野国家免
费医学生冶遥 报考免费医学定向招生
计划的考生均须参加当年全国统一
高考袁实行单列志愿尧单设批次尧单
独划线袁只收农村生源袁在本科提前
批次录取曰生源不足时袁未完成的计
划通过补征志愿方式从高分到低分
顺序录取袁直至完成计划遥

考生可通过海南省考试局官网
查询各市县计划数尧投档数袁以及最
低投档分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本人及监
护人户口所在地必须在定向市县遥

海南高考录取首日 袁 2018 年
海南师范大学小学乡村教师定
向免培生投档最低控制分数线
也已出炉 遥 2018 年海南师范大

学小学乡村教师定向免培生均
在本科 A 批参与投档 袁 包括海
口市龙华区 尧 美兰区 尧 琼山区 尧
三亚市和五指山市等 19 个区

域 遥 其中 袁文史类 袁海口市龙华
区投档分最高 袁 达到 722 分 曰理
工类 袁 万宁市投档分数最高 袁达
到 675 分 遥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高春燕表
示袁 今年我省的录取工作共分 5个
批次进行袁从 7月 10日开始至 8月
15日结束遥 在本科提前批录取学校
包括院军队渊武警冤尧公安和司法类院
校曰 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的公费生
师范专业曰 招收外语小语种专业的
学校曰 招收边防管理专业和侦查学
专业的学校曰 招收飞行技术专业的
学校曰 招收轮机工程和航海技术专
业的学校曰 艺术类本科院校和在艺
术类招生的其他本科学校曰 香港中
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等安排在本
批录取的学校遥 在本科提前批录取
的军队渊武警冤院校尧公安院校尧司法
院校和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录取的其
他学校尧艺术类野校考冶学校尧在专科

提前批录取需面试的学校袁 实行梯
度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遥

梯度志愿录取模式的投档比
例院根据考生的志愿顺序尧投档成
绩和学校的招生计划数袁按照招生
计划数的 1:1.2 的比例给学校投
档 渊军队院校按照招生计划数的
110%投档冤曰如果学校在投档前提
出缩小投档比例 (在 1:1 至 1:1.2
比例范围内 )申请的袁按学校申请
的比例投档遥投档数量按四舍五入
确定投档人数遥 国家专项计划尧地
方专项计划尧 本科 A 批尧 本科 B
批尧 专科提前批 渊无需面试的学
校冤尧 高职专科批以及在本科提前
批录取且使用我省艺术类省级统
考成绩录取的的艺术类院校和招

收艺术类专业的本科学校袁实行平
行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遥

平行志愿录取模式的投档比例
为院省外本科学校原则按本校招生
计划数的 1:1.05 的比例投档 渊投
档数量按四舍五入确定投档人
数冤袁 学校申请按 1院1比例投档的袁
按学校的申请比例投档曰 本省本科
学校和省内外高职专科学校原则按
招生计划数的 1:1比例投档曰 民族
班和民族预科班按招生计划数的 1院
1比例投档遥

高春燕表示袁 考生在第一志愿
投档后袁如被退档袁省考试局还将进
行二次投档遥 征集志愿按学校剩余
招生计划数的 1:1比例投档袁确保考
生尽快被录取遥

乡村教师定向免培生投档控制分数线公布

本科提前批第一志愿
投档分数线出炉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投档分数线公布

第一志愿被退档 将按照第二志愿投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