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y关注中考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日，教
育部发布了《谨防“高价志愿填报指
导”诈骗陷阱》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和
家长谨防不法机构或个人假借招生
考试机构或高校之名，开展高考志愿
填报咨询指导活动，或通过互联网、
电话、面询等方式，向考生和家长开
展高校志愿填报指导活动并收取高
额服务费，或存在政策不准、信息不
实、误导、甚至诈骗等现象。为此，海
南省考试局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
长，应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权威招考信
息，积极关注海南省考试局组织的招
生咨询公益活动。现将有关注意事
项提醒如下：

一、官方资料为帮助广大考生科
学准确做好志愿填报，今年海南省考
试局为考生编印了《填报志愿指南》
《2018—2020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在琼招生录取数据统计》（以下简称

《录取数据统计》）。两本专辑将在
填报志愿前发送到订阅的考生。《填
报志愿指南》刊载了 2021 年我省普
通高校招生政策问答、全国普通高校
在琼的招生专业和计划等信息，是考
生填报志愿的依据。《录取数据统计》
刊载了近三年在我省招生高校招生

录取有关信息，供考生和家长填报志
愿参考。

二、官方平台省考试局官方平台
有“海南省考试局官网”“海南考试”
微信公众号，请广大考生注意辨别真
伪。省考试局将在官方网站和省教
育厅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2021 年普通
高校招生录取政策、志愿填报指导视
频等，对考生志愿填报进行指导。在
招生录取过程中，省考试局将通过上
述官方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发布各种
招生信息，供广大考生填报征集志愿
时参考。请考生关注省教育厅及省
考试局官方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
取相关招生资讯。

三、填报志愿指导为帮助广大考
生科学准确填报高考志愿，省考试局
将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填报咨询服
务：

(一)组织志愿填报培训 6 月 15
日，我省召开了高考志愿填报专题培
训会，加强对市县招办工作人员、普
通中学教导主任、高三年级长以及班
主任的培训工作。下一步，各市县、
各普通中学将面向考生开展填报志
愿指导活动，给予考生咨询指导。

(二)2021年高考网上咨询周根据

教育部“2021 年高考护航行动”安排
部署，结合志愿填报时间安排，我省

“2021 年高考网上咨询周”活动将于
6月22-28日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举行。考生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
信息平台”的网页、微信公众号、百度
小程序等参与咨询周活动，了解有关
高校视频直播活动安排。

(三)举办志愿填报指导活动。6
月 20 日，海南省考试局将联合中国
电信海南分公司，在天翼大讲堂举办
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题讲座，并通过

“电信 10000 号”直播，向广大考生、
家长提供志愿填报指导。

(四)录制填报志愿指导视频。海
南省考试局联合海南电视台新闻频
道，邀请省内外高校知名专家，录制
了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政策、填报
志愿指导以及有关高校招生专业解
读视频，并通过省考试局官网、官微
以及海南电视台新闻频道播放。

( 五) 举 办 高 校 招 生 现 场 咨 询
会。6 月 27 日，在海口鸿洲埃德瑞
皇家园林酒店会议中心举办 2021
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
会，届时现场将举办填报志愿指导
专题讲座。为广大考生与各高校搭

建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准确了解
我省高校招生政策、充分了解高校办
学特色、人才培养方向等信息，更好
选择报考志愿。

(六)开设《直通高考》专题节目。
海南省考试局联合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新闻频道，开设《直通高考》专题节
目，通过访谈形式，发布高校招生咨
讯、志愿填报指导等信息。

(七)高校招生咨询服务录取期
间，省考试局网站将公布各市县高招
办值班电话，开通网上信访、电话信
访和现场信访等三种信访渠道，接受
考生的咨询，对考生的来电、来访及
时给予解答和说明。除教育部、省
教育厅和省考试局官网、官微和上
述相关咨询服务活动之外，省考试
局未授权任何个人或机构编辑、发
行有关高考志愿填报的指导材料，
也从未组织或委托任何个人和机构
开展高考志愿填报培训、咨询和指
导等活动。请广大考生和家长保持
高度警惕，通过正规途径了解有关
招生考试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如
怀疑受到相关诈骗，或有相关线索
的，应及时向我局反映，并向公安部
门报案。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海南
省2021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以
下简称“中考”）将于6月 25日至
27 日举行。记者从三亚市教育
局考试中心了解到，目前，三亚
所有中考考场已经完成空调安装
配置。三亚今年开设市第一中
学、第二中学、海南中学三亚学
校、第四中学、第五中学、崖城中
学、人大附中三亚学校（八年级）
7 个考点，九年级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八年级生物地理学业水平
考试分设 312 个考场和 378 个考
场。

为了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清
凉舒适的考试环境，继2020年全
面完成全省高考考场配置空调
后，2021年海南省级财政再次安

排 3860 万元资金，为 14 个市县
的 899 间中考考场配置空调，包
括空调购置及安装、线路升级改
造、电力扩容等。截至 6 月 20
日，我省所有中考考场已完成空
调安装配置。

据悉，省教育厅作为项目牵
头部门，高度重视项目推进，今
年年初把“中考考场配置空调项
目”列入2021年部门重点工作任
务。省教育厅及时对项目进行部
署，明确时间节点、工作任务，要
求相关市县中考前务必全面完成
中考考场空调配置，并做好运行
测试，确保万无一失。省教育厅
第一时间与财政部门联合下达资
金到相关市县，为项目推进提供
有力资金保障。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6 月 23
日开始，全国各地陆续进入高考放
榜时间。 全国 31 个省区市此前已
分别公布 2021 年高考出分时间，其
中在6月 23日，内蒙古、上海、安徽、
江西、广西、四川、云南、甘肃、宁夏
等 9 省份的考生将率先可以查询自
己的高考成绩。目前安徽省、江西
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已经公布高
考各批次控制分数线。海南将在 6
月 25 日公布考生成绩，本科志愿在
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
报安排在6月27日至7月1日。

6月 23日，教育部在官网发文要
求，各地要坚持正确教育评价导向，
进一步规范高考成绩发布和相关宣
传工作，严禁相关媒体、培训机构、

中学、个人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
学率”“高分考生”“复读生”等信息。

高考分数公布后即进入填报志
愿阶段。日前，教育部已部署各地
各高校进一步做好考生志愿填报服
务工作。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
要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完善高考
相关信息发布渠道和方式，充分运
用信息化手段，为考生提供形式多
样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

6 月 22 日起，教育部已在“阳光
高 考 ”信 息 平 台（https://gaokao.
chsi.com.cn）、新浪微博等平台组织
相关高校举办“2021 年全国普通高
校招生网上咨询周”、#高校微博云
招生#等系列在线咨询服务活动，广
大考生可参与。

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分数公布后即进入填报志愿阶段

海南将在6月25日公布考生成绩

◆准考证不能晒 如果考生把准考证晒到朋友圈，身份证件号等
重要信息很容易被复制。

◆考生号和密码不能晒 考生号是整个高考期间使用最多的号
码，高考成绩查询、录取结果查询、体检结果查询都需要输入。

◆成绩查询页面不能晒 考得不错的考生晒一下成绩似乎可以理
解。但是，这类照片同样会暴露考生号、姓名等重要信息。

◆高考志愿表不能晒 志愿填报除了要在网上操作，还需要考生
填报纸质表格并签字确认。有的考生为了留念会对纸质表拍照，但
是千万别晒出去，以免个人信息泄露。

◆录取通知书不能晒 因为考生的照片、姓名、身份证号、准考证
号、考生号、录取专业甚至大学学号都在上面，如果被不法份子掌握
了这些信息，考生被诈骗电话骚扰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海南省考试局发出高考志愿填报特别提醒：

谨防“高价志愿填报指导”诈骗陷阱
本报讯（记者 刘佳）6 月 24

日，记者从三亚市气象局了解
到，今年中考期间（6 月 25 日-27
日）全市天气炎热，白天最高气
温 31℃—36℃。

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年中
考期间，受西南暖湿气流影响,
全市多云到晴，其中 25、26 日夜
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7日晴间多
云，局部有小阵雨，白天最高气
温 31℃—36℃；夜间最低气温

27℃—29℃。
市区具体天气情况为，6 月

25 日-26 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
雨，气温 28℃—33 ℃，西南风
3～4 级，紫外线强度中等；6 月
27 日，晴间多云，气温 28℃～
34 ℃，西南风3～4级，紫外线强
度强。

气象部门提醒，中考期间，
天气炎热，要做好防暑降温措
施。

本报讯 (记者 胡拥军)6 月 23 日上
午，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立的“外国人
服务专区”正式揭牌对外开放。三亚市
政府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政务服务中
心“设立外国人服务专区”是提升营商环
境和为外商投资提供优质服务的有力举
措，各相关部门要以一流的服务，高质高
效完成各项涉外审批和服务工作，共同
搭建让外企、外籍人士更加便利获取三
亚优质政务服务的国际化平台。

“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外籍人士办

理各类业务语言不通、流程不明的痛点
难点问题，市政务服务中心在政务大厅
二楼设立了‘外国人服务专区’，提供咨
询、引导、代办等一站式服务。”市政务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外国人服
务专区”初步设置 3 个窗口，目前可提
供三亚市发改委、市科工信局、市民政
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卫健委、市旅文局
等 6个部门共 18 项涉外事项服务。专
区配备了英语、俄语、韩语三个语种的
外语服务专员，可为外籍人士提供“申

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来华工作 90
日以上，不含 90 日）”“申请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延期”等 8个涉外服务事项的
代办和“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设
立登记”“外国医疗团体来华短期行医
审批”等10个事项的咨询和引导服务。

“相比于以往我们自己要四处找政
府部门办理，或者是托中国朋友帮忙，
到现在一个窗口就可以搞定，为我们外
籍人士在三亚找工作、创业，都创造了
良好条件。”三亚昊利德国际旅行社翻

译巴沙说，“外国人服务专区”的推出，
从侧面反映出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带
来的营商环境变化。

“三亚有优势有前景，也有一些不
完美，作为‘家人’，我希望三亚能够吸
引更多外籍友人前来投资。”巴沙提出
了自己的建议，希望相关部门对海南自
贸港政策进行更多更专业的海外宣传，
并在一些细节上继续完善。

市政务服务中心“外国人服务专
区”服务咨询电话：38221960。

三亚“外国人服务专区”揭牌运行
初设3个窗口 办理6个部门共18项涉外事项服务

三亚所有中考考场
完成空调安装配置

中考期间三亚天气炎热
白天最高气温 31℃—36℃

6 月 23 日，三亚华侨学校丹湖校区，初三学子为老师送上鲜花
表达感恩之情。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感谢一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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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考试部门温馨提醒考生
5个信息不能晒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丹青
书盛世，翰墨颂党恩。6 月 23
日，2021中国三亚艺术年展写生
采风活动启动仪式在三亚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35 名艺术家齐
聚三亚，用画笔记录三亚日新月
异的城乡面貌变化。

此次采风活动时间为 6 月
23～28日，艺术家分别在三亚大
东海、凤凰岛、东岛、西岛、天涯海
角、半山半岛帆船港等处采风，肩
负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

新时代的使命，以书言志、以画寄
情，全面挖掘三亚的秀美风光、风
土人情、文化历史，展现党的百年
风雨、百年奋斗、百年辉煌，展现
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成就，展现三
亚改革发展秀美画卷，向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采风活动结束后，将挑选出一
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优秀作
品，于本月30日在三亚集中展示。

黄志强、韦忠清出席采风活
动启动仪式。

全国35位艺术家
齐聚三亚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