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动便民服务车可办理以下业务

一、机动车业务：
1.免检车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2.变更联系方式
3.车辆信息查询（限机动车所有人）

二、驾驶证业务：
1.补证换证
2.延期申请
3.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4.变更联系方式

三、交通违法处理业务：
1.省内现场“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

罚决定书”办理
2.电子监控拍照非现场交通违法业务

处理
3.交通违法业务查询

四、电动自行车业务：
1.电动自行车业务咨询
2.电动自行车预约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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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三亚“双修”升级版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生态
城市绿皮书：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
报告（2017）》（以下简称《报告》），该报
告对全国286个地级城市及以上城市
进行评价与考核，有着好环境、好生态
的宜人鹿城脱颖而出，荣登环境友好
型、绿色生产型、绿色生活型、健康宜
居型四项城市榜单前十名。

白鹭翩飞、蛙鸣一片、海豚腾跃
……优质生态渐成鹿城品牌，佳音频
传，并非偶然。近年来，三亚高度重
视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双修”“美丽
乡村建设”等系列实践，加大环境保
护与整治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
域监督执纪工作，多举措引导全民参
与，全方位推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
行区和示范市打造。

“双修”开启系统化治理

经过评判与考核，《报告》发布多
项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榜单，三亚均列

全国绿色生活型、健康宜居型城市排
名首位。

这一亮眼成绩，在三亚市环保局
副局长王蓓看来，其实是在情理之
中。“三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等先天优势，同时省委、省政府给予
三亚生态文明建设极大支持，让我们
更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加大力
度、创新举措呵护环境。”王蓓说。

近年来，三亚呵护生态环境步履
不停，大力推进“双修”实践，呼吁全
民参与，加大对海岸带整治、河污治
理、破损山体修复，喊停房地产项目，
兴建城市公园，力促还绿于民、还景
于民，实现城景相融的美好图景。今
年初，三亚明确提出要坚持“双修”一
张蓝图干到底，打造“双修”升级版，
加大水污染治理，将“双修”与发展产
业协同推进，进一步补齐城市发展短
板，让鹿城生态更优、环境更美、城市
更靓、实力更强、功能更完善、老百姓
受益更多。

强有力的务实举措，换来的是社
会各界对三亚优质生态环境的肯

定。今年以来，三亚“自然圈”热闹非
凡——黑脸琵鹭时隔八年再回归、珊
瑚礁修复促“海石”开花、海豚成群腾
跃三亚海湾、城市“蛙声一片”引网友
点赞、成群翩飞白鹭现田洋……

今年10月，又一项重大举措落
地三亚，经多轮调研考证、论证完善，
三亚市通过《中共三亚市委关于进一
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实施方
案》，100条具体工作落实见效，大刀
阔斧推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
和示范市打造。

严管重罚创建长效机制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中，“三亚元素”引人瞩目。其中，三
亚首部地方性法规《三亚市白鹭公园
保护管理规定》赫然在列，这是三亚
市用好地方立法权，出台的首部地方
性法规。

近年来，三亚建章立制，以法为
剑，直指生态保护，相继出台了《三亚
市河道生态保护管理条例》《三亚市
山体保护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

此外，根据最新发布的三亚五年
立法规划，三亚还将进一步细化生态

立法，将在公园管理、湿地保护、古树
名木管理、森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
等方面开展调研、制定，全方位为生
态保护撑起“保护伞”。

“今年初，我们还全面梳理了三
亚环境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共梳理
出5大类53项94个具体环境问题，
细化工作清单，明确工作台账，加强
监督管理，以强有力手段推进生态环
境治理与保护。”三亚市环保局局长
季端荣说。

建章立制，重在政策落实、落
地。针对生态环保领域的相关问题，
三亚各相关部门积极联动、严管重
罚。今年10月，三亚市纪委牵头，多
个部门联动，健全问题线索移交沟通
协作机制，畅通群众举报途径，着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
监督执纪工作，严肃查处生态文明建
设中履职不力、失职渎职导致生态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

同时，三亚市环保部门亦重拳出
击，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今
年以来，三亚市环境监察支队已立案
处罚环境违法案件56宗，共计处行
政罚款1978万余元。

（本报三亚11月2日电）

荣登中国环境友好型、绿色生产型、绿色生活型、健康宜居型四项城市榜单前十名

三亚：坚持走生态路 热闹了“自然圈”

成品油价格今起上调
92号汽油上涨0.12元/升

本报海口11月 2日讯 （记者原中倩 通讯
员任笑冬）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国内成
品油调价信息，自2017年11月2日24时起，我
省汽、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均提高 150元。
调整后，我省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为：89号汽油
7.10元/升，92号汽油7.68元/升，95号汽油8.15
元/升，0号柴油 6.26 元/升，分别上调 0.11 元/
升、0.12元/升、0.13元/升、0.13元/升。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压
缩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为4.84元/立方米（等值
换算为6.73元/公斤），上调0.09元/立方米（等值
换算为0.13元/公斤）。

热带低压已加强为强热带风暴

省气象局
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符晓虹 李凡）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
第23号台风“达维”（热带风暴级）已于今日加强
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该台风将于4日早晨到上
午在越南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省气象局于今日
17时50分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据监测，今年第23号台风“达维”（热带风暴
级）已于今天20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20时中
心位于距离越南胡志明市东偏北方向约990公里
的南海东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
风速达25米每秒。预计该台风将以每小时20公
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
4日早晨到上午在越南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受台
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1月2日～3日，南海南部
和中部海域风力9～10级、阵风11级，本岛四周
海面风力6～7级、阵风8级，海上船只需注意避
开大风影响区域。

陆地方面，预计2日～3日白天，全岛多云。
3日夜间，海南岛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
雨，局地暴雨；北部和西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中
到大雨。4日，海南岛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有中
雨，局地大到暴雨；北部和西部地区有小阵雨。

全国“小学数学
文化”交流研讨会
在琼举办
13省名师交流数学文化的
实践探索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曾中笑）2017年全国“小
学数学文化”课堂教学观摩暨课题研究
进展交流研讨会今天上午在海口开
幕。来自全国13个省的600多名教师
代表及相关专家学者齐聚椰城，交流数
学文化在小学素质教育中的实践探索。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从去年起，我
省首批9个市县共17所学校参加了
数学文化的教学实验。实践证明，经
过这些研讨、培训、教学，教师们对数
学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更加全面，学生
们的数学素养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会议由全国数学教育研究会、教
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海
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联合主办，共设
1个主会场、5个分会场。

海口美舍河摄影
大赛征得作品
1598件
11月3日至11月13日
接受网上投票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卢进梅）由海口市文体
局主办、南海网承办的“江海之滨 生
态海口”海口美舍河生态摄影大赛于
10月31日截稿。作品将于11月3日
10时至11月13日10时接受网上投
票，投票网址为 http：//hd.hinews.
cn/2/mshds_index.php。

本次大赛10月1日正式启动,征
集到的1598件参赛作品充分展现了
美舍河治理改造、凤翔湿地公园建设
成果。网络投票结束后，主办方将于
11月14日至11月20日组织业内专
家和相关学者对作品进行评审，评选
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
名、优秀奖30名。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为进一步延伸窗口服务覆盖
面，拓展新型服务渠道。今天上午，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投放在海口市明珠广场和日月广场的2辆流
动便民服务车正式启用，市民可就近办理机动车、驾
驶证、交通违法处理、电动车等相关简易业务。

记者在明珠广场看到，车身印有“移动警务
室”的流动便民服务车格外显眼，车身设置了2个
服务窗口，有3名工作人员为市民提供服务。

据了解，近年来，海口交警不断优化车驾管、
违法处理等窗口服务，相继推出各种便民服务举
措。近期结合当前海口公安交警综合服务中心
（灵山镇）以及美兰、龙华、秀英、琼山等4个交通
管理服务站的布点情况，10月30日海口交警部
门在人流密集的商圈日月广场和明珠广场设立了
2辆流动便民服务车，让市民在逛街的同时也能
办理一些车驾管业务。

据悉，流动便民服务车的工作时间是工作日
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时至5时30分，受场地
等因素限制，现场目前没有复印服务，市民前往办
理业务时可提前准备好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等
所需要的证件及证件复印件，以免造成不便。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王媛）记者今天从海口国
家高新区获悉，在 10月 30 日落幕
的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互联
网及移动互联网行业总决赛中，高
新区企业海口点石瑞达科技有限
公司从9000多个参赛企业中脱颖
而出，获得全国总决赛初创企业组
的三等奖，这也是我省企业在历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的最好

成绩。
海口点石瑞达科技有限公司隶

属于点石金融服务集团，平台项目系
本土团队开发，依托点石业务专家多
年服务国际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的经
验，采用国际先进的风险管理实践和
计量技术，在多个方面填补中国市场
空白。点石瑞达的核心竞争优势是
拥有互联网科技各项领域的前沿技
术——人工智能，即机器学习、云服

务、大数据、网格计算。
为营造创业创新氛围，海口国家

高新区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创新
创业赛事。在今年省赛之前，高新区
孵化中心组织举办赛前培训，邀请专
家现场指导，进一步完善参赛项目，
并全程对参赛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
保障服务，帮助园区参赛企业在比赛
中取得好成绩。

此外，高新区在支持创新创业方

面为创业者提供充足的要素，大力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创新
驱动发展。从企业入驻起，高新区
孵化中心就采取“一对一、保姆式、
一站式服务”，实行全程代办服务。
下一步，高新区将以创建国家创业
创新区域示范基地为契机，不断深
化创新服务，用专业化、国际化、生
态化的服务体系，支持更多企业快
速成长。

海口高新区企业获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系我省企业历届最好成绩

■ 本报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 通讯员 黄海宁

驾校教练酒后驾车被刑事拘留、
中学教师酒驾被处罚、未成年人无证
驾车还酒驾……在全省开展道路交通
安全大整治期间，酒驾交通违法行为
屡禁不止。15天时间，全省查处143
起酒驾违法行为。为震慑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警示教育全民提高交通守法
意识、安全意识和公德意识，海南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于11月2日向社会公

开公示全省查处的143名酒后驾驶人
员名单。

据了解，这次曝光的全省酒驾违
法行为发生时间是10月 18日至11
月2日。15天内，全省有143名司机
因酒驾被处罚，其中醉驾42人。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所驾校教
练卢某海（男，46岁、保亭什玲镇什败
村人）日前在保亭保兴大道建设银行
路段因酒驾被保亭交警查获。经检
测 ，卢 某 海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261mg/ml，超过酒驾10倍，超过醉驾
3倍，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涉嫌危险
驾驶罪，卢某海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儋州交警近日在儋州市兰洋路口
检查一辆小型轿车时，怀疑司机酒后

驾驶，检测结果显示，司机王某酒精含
量为 75mg/100ml，涉嫌酒后驾驶，
而王某的职业竟然是中学教师。交警
依法对王某以“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处
以扣留其机动车、罚款2000元、驾驶
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

乐东黎族自治县17岁青年陈某
近日因酒驾被乐东交警查获，经检测，
陈某体内酒精含量为77mg/100ml，
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此外，陈某
还存在无证驾驶、未悬挂号牌等多项
违法行为。乐东交警依法对陈某处以
多项违法合并罚款3650元。

“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痹作用，
导致驾驶员行动笨拙、反应迟钝、操作
能力降低、注意力分散、判断能力低。”

省交警总队新闻发言人周平虎介绍，
酒后的人对光、声的反应时间延长，从
而无法正确判断安全间距与行车速
度，易发交通事故。

据统计，今年1月至6月，我省发
生酒驾事故13起，与2016年上半年
同比下降23.5%，死亡10人，同比持
平，受伤16人，同比下降15.8%。

据介绍，为贯彻落实全省安全
生产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和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加强道路
交通安全整治工作的指示要求，省
公安厅日前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必须
拿出超常措施、采取超常手段，以

“最严执法”开展“源头管、入口堵、
路面查、大曝光”集中整治交通安全

行动，尤其是对酒驾、毒驾等严重违
法，要顶格处罚，落实最严执法，无
论什么区域、无论什么违法行为，都
要做到见违必纠、纠违必处、处罚必
严，确保不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安
全事故。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

以“最严执法”处罚酒驾！省交警总队曝光一批酒驾人员名单

全省15天逮了143名“酒司机”

扫码看酒驾司机名单

海口交警
流动便民服务车“上岗”
可现场办理交通违法等4类业务

10月30日，万宁市南桥镇，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象。今年万宁将建礼纪冯家洋、贡举洋、山根乐排洋、万城南门洋4个冬季瓜菜示范基地，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据了解，万宁今年将种植冬季瓜菜18万亩，同比增长6.8%。预计明年国内辣椒市场饱和，万宁将适当减少辣椒种植面积，增加瓜类、豆类品种及鲜食玉
米等的种植面积。万宁还将改造维修24公里灌溉水渠，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1月2日，市民在交警流动便民服务车前办
理业务。 本报记者 邓海宁 摄

万宁计划种
18万亩冬季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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