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
铭纬冤 6月 29日袁海南省教育厅发布叶海南省
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0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
招生试点项目的通知曳袁公布 2020年我省开展
中高职野3+2冶连读等 5个试点项目的学校尧专
业和招生计划遥

据悉袁5 个中高职人才培养试点项目包
括院2020年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教育培养试
点项目袁 合计招生 2450 人曰2020 年中高职
野3+2冶连读培养试点项目袁合计招生 325人曰
2020 年中高职野3+2冶分段培养试点项目袁合
计招生 5490人曰2020年高职与普通本科 野3垣
2冶分段培养试点项目袁合计招生 1065人曰2020

年高职与普通本科联合培养试点项目袁合计招
生 370人遥
据了解袁经海南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招

生试点项目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并经省教
育厅党委会审定袁2020年度开展中高职野3+2冶
连读等 5个试点项目的招生计划数纳入有关
院校经省教育厅核定下达的招生计划总数内遥

海南中高职“3+2”连读等
5个试点学校招生计划出炉

商报全媒体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魏铭纬 通讯员 刘群 林木养冤6月
29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全省征
兵工作任务推进会上获悉袁大学生参
军入伍袁 不仅享受国家资助学费袁而
且可获得大学生入伍奖励金袁并且享
受退役复学保障尧转改专业尧考研加
分尧免修部分课程等优惠政策遥
据悉袁近期教育部尧军委国防动员

部从国家层面出台野扩大退役大学生
士兵硕士专项招生规模渊由目前的每
年 5000人扩大到 8000人冤冶野免试专
升本冶等升学优惠政策遥
据介绍袁 全省高校今年毕业生征

集比例要达到任务数的 40%遥
目前袁 全省热血儿女可登录全国

征兵网渊https://www.gfbzb.gov.cn冤进
行应征报名遥

@海南大学生
参军不仅考研加分
还能获得奖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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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袁 海南省气象局 29日 16
时 10分继续发布高温四级预警院 预
计 30日白天袁海口尧临高尧澄迈尧定
安尧儋州尧屯昌尧昌江尧白沙和东方 9
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 37益以
上的高温天气袁 请有关单位做好防
暑降温工作遥

6月 30日袁受西南气流影响袁全
岛晴间多云袁 西北半部局地午后有
雷阵雨袁 南部地区有分散小阵雨或
雷阵雨遥最高气温西北半部地区 36耀
39益袁局地可达 40益袁东南半部地区
32耀35益袁局地可达 37益曰最低气温
内陆地区 24耀27益袁 沿海地区 27耀
30益遥

7月 1日耀5日袁 受偏南暖湿气
流影响袁 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有阵雨

或雷阵雨袁 东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
大雨尧 局地暴雨遥 高温天气有所缓
解袁 最高气温北半部地区 33耀36益袁
南半部地区 29耀32益曰最低气温内陆
地区 23耀25益袁沿海地区 26耀29益遥

6月 30日袁 北部湾海面袁 风力
5耀6级尧阵风 7级曰海南岛西部尧南部
和东部海面袁西沙群岛附近海面袁风
力 5级尧阵风 6耀7级曰琼州海峡袁风
力 5级尧雷雨时阵风 7耀8级曰中沙和
南沙群岛附近海面袁风力 5耀6级尧雷
雨时阵风 7耀9级遥

7月 1日耀5日袁北部湾海面袁海
南岛西部尧南部和东部海面袁风力 5耀
6级尧雷雨时阵风 7耀8级曰琼州海峡袁
风力 5 级尧 雷雨时阵风 7耀8级曰西
沙尧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袁风力

5耀6级尧雷雨时阵风 7耀9级遥
海南省气象部门本周农事建

议院本周前期袁海南岛西北半部地区
仍维持高温天气袁 晚稻应做好田间
管理袁防止高温天气灼伤晚稻幼苗曰
胶园应及时清理杂草袁 增加林内通
风袁降低橡胶林温度遥 中尧后期降水
增多袁晚稻田尧低洼地区果树应加大
排水力度袁避免水淹袁同时加强病害
防治遥

海南省气象部门本周增雨作业
建议院6月 30日袁海南岛的南部和西
北半部地区午后局地有一定的增雨
作业条件曰7月 1日耀5日袁海南岛大
部分地区有较好的增雨作业条件袁
建议有需求的市县可根据当地实际
开展人工增雨作业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
铭纬冤 6月 29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口
秀英区教育局获悉袁 海口市秀英区海岸幼儿
园尧海口市秀英区金集幼儿园尧海口市秀英区
时代幼儿园尧海口市秀英区长秀幼儿园 4所新
建公办幼儿园计划今年秋天投用袁4所幼儿园
目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临聘人员 239人遥
据悉袁海口市秀英区海岸幼儿园地址位于

海口市秀英区长滨六路与长滨西一街交叉路
口北侧(五源河学校斜对面)袁建筑面积 3700平
方米袁开设小尧中尧大 12个班袁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临聘人员 48人遥

海口市秀英区金集幼儿园地址位于海口
市秀英区金集路北侧金福路西侧(艺飞扬幼儿

园旁)袁建筑面积 9200 平方米袁开设小尧中尧大
18个班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临聘人员 71人遥

海口市秀英区时代幼儿园地址位于海口
市秀英区长滨路上 (时代城北侧)袁 建筑面积
9707平方米袁开设小尧中尧大 18个班袁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临聘人员 71人遥

海口市秀英区长秀幼儿园地址位于海口
市秀英区紫园路南 (城投和盛园小区旁边)袁建
筑面积 7470平方米袁开设小尧中尧大 12个班袁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临聘人员 49人遥

4所幼儿园招聘现场报名时间均为 7月 4
日-7月 6日遥 海口市秀英区海岸幼儿邮箱报
名时间为 7月 4日-7月 10日袁其它 3所幼儿
园邮箱报名时间为 7月 2日-7月 8日遥

野定方向袁大胆做浴创业很辛苦袁
但因为还年轻嘛袁就要有闯劲儿浴 冶
1988年出生的曾静怡袁讲话思路清
晰袁给人感觉充满了斗志遥
文昌天怡格力专卖店已经开了

7年时间袁因老板名字叫符策天袁老
板娘名字叫曾静怡袁 故取名为 野天
怡冶袁可谓是一家实实在在的野夫妻
店冶袁街坊邻居都亲切地称他们夫妇
为野格力夫妇冶遥
吃得了苦头袁拼袁就对了
曾静怡说院野2014 年刚开店没

多久袁就碰上了店面门口封路袁当时
路面只能勉强通过一个行人袁 店面
的门头完全看不到袁 更别说会有顾
客进店选购了遥在销量上袁确实是一
个很大的冲击遥 冶
人心齐袁泰山移遥夫妻俩结合实

际情况袁决定走出去遥到商业中心做

宣传尧 到小区做地推等等遥 符策天
说院野现在回想起来袁 那段时间真的
很苦袁创业嘛袁还是得吃得了苦头袁
拼袁就对了浴 冶
创业路很苦袁但是很精彩
在 2014年底的时候袁符策天和

曾静怡参与竞标袁 依托于格力的品
牌影响力和夫妻俩敢做敢闯的精
神袁 中标了一个 500万的风管机项
目遥 野虽然项目顺利拿下了袁但是我
们俩连风管机长啥样都不熟悉袁成
功接下项目以后袁 我们俩都亲自跑
现场袁向老师傅学习袁寻找材料供应
商袁好多家材料商看不起我们袁嫌我
们没有实力遥 冶曾静怡说道遥

符策天说院野这个项目袁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袁无论是在营收还是创
业的成长上袁都是一个突破袁真的
很感谢当时硬着头皮扛下一切的

我们袁创业路很苦袁但是真的很精
彩浴 冶
经过七年的打拼袁 现在天怡格

力专卖店已经发展为文昌区域家电

产品的中坚力量遥 一对 85后夫妇袁
用七年艰辛的创业之路袁 证明了爱
拼才会赢袁创业路上袁没有等来的精
彩袁只有拼来的辉煌浴

格力夫妇：没有等来的辉煌，只有拼来的精彩！
广告

今日 9市县继续“高烧”
本周前期高温袁 中后期全岛降水普遍增多袁高温缓解

海口秀英 4所公办幼儿园计划今秋投用

招聘临聘人员 239人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好消
息袁高温天气从今日后开始缓解袁但是缓解几天后袁高温
还会有回马枪遥7月初的高温缓解袁雨水君功不可没遥据海
南省气象台消息袁预计本周前期渊6月 30日冤海南岛西北
半部地区仍维持 37益以上的高温天气曰中尧后期渊7 月 1
日耀5日冤全岛降水普遍增多袁高温天气有所缓解遥

我去
度假了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冤 6月 29日袁广东徐闻港
航控股有限公司发布消息称袁 购买到
3月 1日 00院00至 4月 14日 00院00海
安港至秀英港或新海港船票的司机袁
可凭有效船票及本人身份证于 9月 30
日前到该公司办理退费遥

据介绍袁叶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广东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交通运输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港口收费
标准等事项的通知曳叶粤交港函{2020}
190号曳明确要求各港口于 3月 1日至
6月 30日期间袁 将政府定价的货物港
务费收费标准降低 20%遥

广东徐闻港航控股有限公司表
示袁 但由于文件流转过程中出现一些
问题袁 该公司未能从 3月 1日按期实
施相关降费政策袁 而是在 4 月 14 日
00:00起正式对货物港务费进行调整遥
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退回 3 月 1 日
00院00至 4月 14日 00院00期间所有多
收款项遥

据广东徐闻港航控股有限公司介
绍袁 所有购买到 3月 1日 00院00至 4
月 14 日 00院00 海安港至秀英港或新
海港船票的司机袁 可凭有效船票及本
人身份证于 9月 30 日前到该公司财
务部办理退费袁过期自负遥

@过海司机
3月 1日至 4月 14日

海安至海口货物港务费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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