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学生注意

2022届高中生10月8日起可申请建立学考考籍

我省开展根治欠薪
野冬病夏治冶专项行动
为农民工追回
工资超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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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陈王凤代表国际旅游岛商
报社参加了此次演讲比赛遥陈王凤向
大家讲述了革命先烈李硕勋的感人
故事遥 探寻李硕勋在海南从事革命
事业到牺牲的足迹袁 是为了不忘初
心尧牢记使命袁学习革命先烈舍身忘
我的精神袁牢记革命先烈对党的无限
忠诚和无私贡献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
的美好生活遥 所谓的岁月静好袁只不
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遥
在演讲结束后袁 陈王凤对记者说

道院野在准备这次的演讲中袁 我好像又
再一次回到了采访的当下遥 经过这一
次采访袁 我的思想和觉悟也得到了洗
礼和升华遥 作为一名年轻的新闻工作
者袁 我将深刻铭记革命先烈不屈不挠
的精神壮举遥时刻坚定新闻理想信念袁
牢记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职责袁 不忘初
心袁牢记使命遥用手中的笔积极传播海
南好声音尧讲述海南好故事袁为海南自
贸区尧自贸港的发展建设袁扛起责任担
当袁贡献应尽的青春力量遥 冶

海南全面启动海岸线修测工作 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摸清海岸线“家底”呵护“最美资产”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王茹冤 9月 3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
从海南省考试局了解到袁 我省建立 2022
届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考籍(简称
建立学考考籍) 工作将于 10月上旬开始
进行遥参加我省 2019年中招考试袁被本省
普通高中学校录取且注册入学就读的学
生袁或经我省教育厅确认具有本省普通高
中 2022届学籍的学生均可申请建立遥 学
生申请建立考籍时须提交的申报材料包
括院学生本人居民身份证袁本人和法定监
护人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遥

新闻的源泉在一线袁 在现
场尧在基层曰作为一名记者袁要
不断提高脚力尧眼力尧脑力尧笔
力曰 海南正在加快建设自贸区
渊港冤袁 海南媒体人更应该担当
起记者的使命噎噎
本次活动旨在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的重
要论述袁结合野不忘初心尧牢记
使命冶主题教育尧增强野四力冶教
育实践工作袁 引导广大新闻舆
论工作者通过讲亲历故事尧谈
采访过程尧说内心感受袁不断增
强野四个意识冶袁坚定野四个自
信冶袁坚决做到野两个维护冶遥

今年演讲选拔赛的主题
为野增强耶四力爷袁做党和人民
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冶袁 着力提

升新闻舆论工作能力水平袁努
力提高海南新闻战线工作者
讲好海南故事的能力袁不断开
创我省新闻舆论工作新局面袁
为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袁 支持海南逐步探
索尧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舆论
支持袁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遥
节目录制的现场袁 海南各

家媒体的优秀记者代表为大家
讲述了一个个立足海南袁 或感
人至深尧 或引人思考的采访故
事遥这些亲身经历的采访故事尧
艰难曲折的采访过程袁 这些心
路历程背后都记录了海南别样
的美和独特的魅力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王凤冤 为实现欠薪隐患早发
现尧问题早处置袁历史陈案早办结袁省
人社厅会同省发改委尧省财政厅等六
部门袁 于 7月 18日至 8月 26日对全
省所有市县进行巡查袁 开展为期 40
天的根治欠薪野冬病夏治冶专项行动遥

据了解袁为加强对欠薪违法行为
的有效管控袁根治欠薪专项行动工作
组一是认真组织了野三查冶遥 一查欠薪
隐患苗头袁 二查历史欠薪存量案件袁
三查政府项目和国企项目工资支付
情况遥 本次专项行动检查在建工程项
目 1297个袁 其中政府工程项目 498
个曰 在建工程项目涉及欠薪项目数
179个袁立案 14 件袁通过协调等非立
案方式解决 160件袁 为 797名农民工
补发工资 1454.32万元曰复查野回头看冶
案件 7件袁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 1
件袁公布重大欠薪违法案件 12件袁4家
企业被列入欠薪野黑名单冶袁严厉打击
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违法行为遥

荫10月 8日至 10月 12日袁学生
领取叶报考卡曳时间遥

学生向学校提交个人的申报材
料尧领取叶海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报考卡曳(简称叶报考卡曳)袁尚没有
居民身份证的学生不能领取 叶报考
卡曳曰

荫10月 14日至 10月 25日袁采
集学生身份证信息遥

领取了叶报考卡曳的学生须携带
本人居民身份证和叶报考卡曳到学校

指定的地点袁 通过居民身份证读卡器
读取本人的基本信息曰

荫10月 21日至 10月 25日袁自
行上网填报信息遥
学生本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登

录海南省考试局网站袁凭叶报考卡曳卡号
和密码进入野海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门户站冶袁申报本人的有关信息曰
荫10月 25日 17时 30分袁 海南

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网上报名系
统将自动关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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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住院医师
临床技能大赛周六开赛

123名青年医生
三亚比拼医术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英艳冤 9月 7日袁 海南省第二
届住院医师临床技能大赛将在三亚海
棠湾 9号度假酒店拉开帷幕遥届时袁海
南省人民医院尧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等 10家省内三甲综合性医院及
海南省中医院尧 海口市中医院等 4家
三甲中医院派出代表参赛袁共计 41支
队伍袁123名青年医生参赛遥 获得本次
大赛第一名的单位将作为推荐省 野五
一冶劳动奖章单位遥
据了解袁本次大赛赛程为一天半袁

共有内科组尧外科组尧妇产科组尧儿科
组尧全科组尧中医组 6大组别遥 大赛涉
及的临床技能操作包括基础技能操作
70多项袁 临床技能涵盖了内科学尧外
科学尧儿科学尧妇产科学等相关学科的
临床技能操作及相关知识点遥

■海南岛本岛
■海南岛周边
有居民海岛

■三沙市有居
民海岛

对全省海
岸线和有居民
海岛海岸线进
行修测，具体
包括：

修测工作统一时点为今年底前

商报全媒体
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李兴
民 通讯员 尹建
军冤9月 3 日袁海
南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尧海南
省测绘地理信
息局共同组织
召开 2019 年海
南省海岸线修
测工作启动会袁
对全省海岸线
修测工作进行
动员部署袁明确
工作目标和具
体要求袁全面启
动了全省海岸
线修测遥

会议要求袁 一是全面查清 2008年和
2016年以来海岸线主要变化袁 准确掌握
海岸线的位置尧长度尧类型及开发利用现
状等基本情况遥 二是以现行国家标准规
定的多年平均大潮高潮线为依据袁 对全
省海岸线和有居民海岛海岸线进行修
测袁具体包括海南岛本岛尧海南岛周边有
居民海岛尧三沙市有居民海岛袁修测工作
统一时点为今年底前遥 三是全面掌握海
岸线自然形态尧岸滩冲淤或侵蚀情况尧整
治修复情况等袁 调查开发利用现状和权
属状况袁判定海岸线类型曰实地测量海岸

线位置坐标袁量算海岸线长度曰统计海岸
线的长度尧类型尧用途等袁分析海岸线保护
利用和管理方面的问题遥 四是建立海岸
线修测工作机制袁各有关部门尧各市县按
照职责分工稳步推进修测各项工作袁形成
合力袁 圆满完成 2019年海南省海岸线修
测工作任务遥
会议强调袁要深刻认识海岸线修测工

作的重要意义袁海岸线是海洋经济发展的
野生命线冶尧野黄金线冶袁对海南而言袁是野最
美资产冶袁 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资源价
值遥 本次海岸线修测将严格遵循野海岸线

为平均大潮高潮线袁以海岸线作为陆海分
界线冶这一标准袁为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
划以及海岸带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尧实现陆
海统筹提供重要依据袁为全面履行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的野两统一冶职责提供有力保
障遥 要尊重现状袁按照海岸线的科学
定义袁以实际现状为主袁对修测全
流程加强质量控制袁 压实责
任袁做到科学准确施测遥 要
严肃纪律袁将数据真实性摆
在突出位置袁 坚持实事求
是袁确保数据真实可靠遥

会上袁 解读了 2019年海南省海岸线
修测工作方案遥
会议指出袁开展海岸线修测工作是

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袁准
确掌握海岸线的位置尧长度尧类型及开
发利用现状是严格保护自然岸线袁整治
修复受损岸线袁拓展公众亲海空间袁实

现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的经济效益尧社会
效益尧生态效益相统一的重要前提遥 开
展海岸线修测工作是坚持陆海统筹发
展的迫切需要袁 此次海岸线修测将在
2016 年海岸线修测成果的基础上袁对
海岸线开发利用情况尧生态修复状况等
作细化调查袁为海南省陆海统筹发展提

供重要依据遥开展海岸线修测工作是实
现海岸带精细化管理的有力支撑袁海岸
带是全省最珍贵也是最脆弱的生态系
统袁必须精心呵护尧精细治理袁查清海
岸线两侧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尧生态环
境保护状况袁为海岸带区域精细化管理
提供基础资料遥

开展海岸线修测工作为陆海统筹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对全省海岸线和有居民海岛海岸线进行修测

讲述革命先烈李硕勋故事

商报记者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增强“四力”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刘江宇 摄影报
道冤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袁结合新闻舆论工作重点袁讲
述新闻工作者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精彩故事遥 9月 4日袁由
省委宣传部尧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六届野好记者讲好
故事冶演讲选拔赛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举行袁来自省内主要
新闻单位的 15位一线新闻工作者讲述了他们的新闻故事遥
经过激烈角逐袁武丹丹尧陈丽娜尧王丝获得一等奖袁薛烨尧李
劲松尧王逸格尧龙易强获得二等奖袁马梦梦尧冯悦尧孙靖尧陈王
凤尧王洪旭尧付少强尧范珊珊尧黄亮获三等奖遥

海南野好记者讲好故事冶 演讲选拔赛举行 15位好记者讲海南好故事

商报记者陈王凤获三等奖
捷
报

扫二维码查
看相关信息

银获奖者陈王凤渊中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