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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琼中中豪威尔氧立方（一期）•森林
公馆项目劳资及购房纠纷联系方式的公告

为方便广大群众反映琼中中豪威尔氧立方（一期）•森
林公馆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有效推进该项目劳资及购房等
纠纷及时解决，现将有关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一、联系电话：0898-86221505
二、联系邮箱：zjj31821110@qq.com
三、联系单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邮寄地址：海南省琼中县营根镇虎头路14号
特此公告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年11月21日

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领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棠湾营销服务部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4年04月08日；负责人：
陈秀举；机构住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海榆东线223国道南田
路段新民路235号一楼、二楼；邮政编码：572013；联系电话：
0898-88595256；机构编码：000018460201003；业务范围为：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
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
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
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棠湾营销服务部

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领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洋浦营销服务部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1年06月29日；负责人：
王刚；机构住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远洋路凯丰城市广场1
号楼四楼 402B、404A、404B、405、407 号房；邮政编码：
578101；联 系 电 话 ：0898- 28819508；机 构 编 码 ：
000018469003002；业务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
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
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
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洋浦营销服务部

演出时间：2017年12月4日、5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41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43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45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11月29日至12月5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2017 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杨门女将》《凤还巢》
——国家京剧院经典剧目

主办单位：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国家京剧院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符晓虹 易灵伟）进入11
月以来，琼岛的天气一直是阴晴不
定，太阳公公仿佛神秘失踪。这样的
天气是否异常，为何11月的琼岛依
旧阴雨天气偏多？为此，记者采访了
海南省气候中心的专家。

据海南省气候中心监测，今年11

月（截至11月27日），海南阴雨天气
较常年明显偏多，全省平均日照时数
74.6 小时，较常年偏少 58.2 小时
（43.8%），为1961年以来同期（11月）
最少值。大部分市县日照时数不超过
100小时，偏少四成以上；北部内陆更
是低于50小时，偏少五成以上；最低
定安仅36.3小时，偏少68.5%。

海南省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吴
胜安介绍，11月海南阴雨天气异常偏
多的原因主要是：西太平洋到南海海
域的热带辐合带异常活跃，加之北方
有冷空气不断南下渗透影响我省，形
成了有利于海南接连出现阴雨天气
的异常气候条件。

那么未来天气如何？海南省气象

部门预计，12月海南阴雨天气偏多的
可能性较大。省气象部门提醒，要尽
可能关闭朝南向的门窗，即使是中午
有阳光也别随意开南窗。中午室外气
温高，室内外温差大，这个时候通风，
有时会导致室内地面、墙面水汽凝结
更加严重。大家可选择在有阳光、且
相对湿度较小的时候适当开窗。

11月琼岛为何阴雨偏多？
省气象部门：受热带辐合带与冷空气共同影响

2018年海南普通高考
今日启动网上报名

本报海口 11月 28日讯 （记者叶媛媛）记
者从今天上午召开的2018年海口市普通高考
报名工作会议上获悉，2018 年海南省普通高
考网上报名将于11月 29日启动，至12月 3日
截止，时间较往年有所提前。此外，今年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考生依旧免除考试费用，体育单
招考生文化课考试费于明年3月20日至21日
缴纳，普通考生报名缴费时间截至 12 月 8 日
下午17：30。

海口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海口
高考报名资格审查工作已于11月24日启动，至
2018年4月5日结束，审查工作共分五个阶段进
行。11月24日-27日期间，各高中学校开展本校
考生及法定监护人户籍材料的收集工作。11月
29日-12月3日为网上报名时间，海口市招办组
织省内往届生、省外借读生、中职生及“异地高考”
考生高考报名工作。各高中学校将组织本校应届
毕业生报名，指导并核对本校考生网上填写户籍
和学籍信息。

海口市考试中心提醒考生，在网上报名时，
“异地高考”考生须根据申请类型具体填写在琼就
读学校、班级、证明人等相关情况；艺术（文）和体
育（理）细化到具体专业科类；参加艺术统考的理
科生须到考试局现场报名后才定向开放缴纳艺术
费用的窗口；新增“建档立卡”考生审核通过后标
记功能；往届生照顾加分，上传时须根据考生享受
的照顾加分项目分类上传。

海口椰海大道与丘海大道
交叉口今恢复南北向交通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
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获悉，海口市椰海大道与丘海大道交
叉口预计于11月29日6：00开放丘海大道南北
向交通。届时丘海大道将恢复南北向双向直线行
驶，禁止左转；椰海大道东西向双向直线行驶不
变，禁止左转。

同时，海口交警发布绕行提示，请途经椰海大
道与丘海大道交叉口载重量超过50吨以上的重
车和途经丘海大道椰海大道交叉口需左转弯的行
驶车辆，在交叉口处右拐选择从交叉口东西两侧
的掉头口掉头行驶。

省图书馆
以馆企合作设分馆
通借通还推动建设书香海南

本报海口 11月 28日讯 （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罗雯）今天上午，“海
南省图书馆绿地分馆签约仪式”在
省图书馆举行。根据协议，省图书
馆将与绿地集团海南事业部在位于
海口灵山镇的绿地城项目建设省图
书馆绿地分馆。此次合作是省图书
馆以馆企合作形式在省内开设的首
家分馆。同时，该馆的开设也将填
补美兰区公共图书馆的空白，推进
书香海南的建设。

绿地分馆的便捷之处在于其图
书资源将与省图书馆实现互联互
通，省图书馆作为该分馆的总馆，将
承担文献资源的配备，提供一条数
字资源专线的搭建等服务项目，实
现分馆与总馆文献资源通借通还。
双方共同为群众打通最后“一公里”
的公共文化服务。省图书馆绿地分
馆除具备传统图书馆功能外，还可
承办文化活动等。分馆预计在明年
春节后即可正式对外开放。

据省图书馆馆长李彤介绍，省图
书馆将以此为开端，以馆企合作形式，
大力推进公共图书馆走进社区。下一
步，省图书馆还将与澄迈生态软件园
合作，开设分馆。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姚少龙）为了更好
地贯彻落实海口市委、市政府“以人民
为中心，为人民服好务”的指示要求，
把热线办“热”，扩大12345热线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11 月 28 日，海口
12345政府服务热线进基层第四场大

型户外直播活动在美兰区举行，现场
多位市民向12345热线反映问题，美
兰区相关部门在场一一解答。

活动现场有市民提出曾向海口市
12345热线反映，盛达景都三期地下
停车场、楼房架空层存在违法建筑，已
经确认是违建却迟迟没有拆除。对
此，美兰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已
现场核实，确认该处属于违法建筑。

他表示，执法队员已于10月10日对其
下达执法文书，责令自行按原规划内
容恢复原状，10月30日下达了行政处
罚告知书。“目前，该公司已经对架空
层进行了门窗的拆卸、物品搬清，我们
接下来会继续跟踪此办件，直到拆除
完毕。”美兰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当天的现场活动中咨询或投诉不
断。有市民向12345反映，美兰区五指

山路12号省建材小区内没有电动车充
电点，大多数业主都是从高楼上挂电线
下来充电，很不安全；有市民反映，文明
中路环卫局宿舍对面有许多商贩占道
经营，影响市容市貌。还有市民来电反
映海府一横路和园小区与民安小区之
间的道路一直在修复，一年了还没有修
完，且多次封路修补影响了居民的正常
出行。针对这些问题，美兰区相关部门

负责人逐一进行了答复，能现场解决的
立即提出解决办法，不能现场解决的也
明确了限时办理。

据介绍，“海口12345政府服务热
线进基层”大型户外直播活动由海口
市政府服务中心和海口广播电视台主
办，美兰区人民政府协办，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承办。至此，走进四个
区的大型户外直播活动圆满结束。

海口12345热线进基层
解决盛达景都架空层违法建筑问题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获悉，为充分利用空间资源，进一步
提升路口通行率，海口已在市区部分
路口推广使用满屏信号灯。

目前，海口市区已在金垦路—东
沙路交叉口、金垦路—金地路交叉口、
金垦路—金牛路交叉口、滨湖路—三
叶路交叉口、世纪大道—碧海大道交
叉口、海甸三东路—海达路交叉口、人
民大道—海甸四东路交叉口（东西双

向）、滨海大道—金滩北路交叉口（南往
西方向）等8个路口设立满屏信号灯。

据悉，满屏灯又叫机动车信号
灯，就是传统的“红黄绿”样式灯，通
过变换不同颜色圆形灯，来传递红
灯停、绿灯行、黄灯警示等信息。当
满屏灯为绿灯时，允许直行车辆和
转弯车辆（左转、右转）通行，但转弯
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和
行人及非机动车通行，左转车辆可
以提前进入路口等待，在避让对向
直行车辆和行人的基础上穿插空当

通过。当满屏灯为红灯时，禁止直
行车辆和左转车辆通行，右转弯的
车辆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和行人
及非机动车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
行，但如果已设立“禁止右转”的辅
助标志，则不能右转。

海口交警表示，实行满屏灯控制
能减少信号相序和信号相位周期，也
就是各个方向在路口等待的时间变
少了，进而提高路口通行率。最大限
度优化道路资源配置，尤其在平峰期
的时候，左转车辆不多的情况下，提

高道路通行能力。还能给予右转车
辆最充分的通行权，让右转车辆在避
让被放行的直行车辆和行人及非机
动车的情况下，可以不受红灯限制，
在满足安全条件下通行。

优化道路资源配置，提升通行率

海口8路口推广使用满屏信号灯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周慧）一场活动，目前我省
已有4088所学校，80万在校学生参
与，是什么活动参与度如此之高？

今年11月1日，国家禁毒委员会

办公室联合教育部组织开展的全国
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初赛活动在“中
国禁毒”微信、中国禁毒网以及“海南
禁毒新媒体”微信等平台正式启动。
结合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2017 年

“秋冬攻势”行动，海南省禁毒办携手
海南省教育厅，在全省掀起了一股青
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答题的热潮。

据省禁毒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禁
毒知识竞赛启动以来，全省4088所
学校积极踊跃参加。目前，参与注册
全国禁毒知识竞赛初赛人数已突破
80万，答题满分人数在4000以上，从
最初的全国排名第十二名，到如今持
续保持全国第五名的好成绩，能取得
如此突破性的成绩，离不开各市县

（区）禁毒办、教育局的精心组织。在
校级初赛的基础上，通过进度通报、
微信群“晒成绩单”等方式，有序推进
网络复赛，提高学生参与率，提高学
生及家长禁毒意识和拒毒防毒能力。

据悉，此次活动自11月 1日至
12月15日，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
段，决赛将在北京举行。

掀起禁毒新高潮

我省4088所学校80万学生参与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

答题满分人数目前排名全国第五

海口将新增5条公交线路
解决桂林洋大学城乘车难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郭萃）记者从
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获悉，为解决周末
桂林洋大学城公交车等乘车难问题，该局将开通
2条常规公交线路和3条假日公交线路。

近日，有海口市民反映，每到周末，海口桂林
洋大学城的公交车不仅难等，而且乘客过多，几乎
每趟车都爆满，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增加线路或者
增加公交车的数量解决该问题。

对此，海口市交通部门表示，目前，海口已开
通45路、51路、67路、68路、207路共5条公交线
路，保障桂林洋大学城片区居民的出行。根据《海
口市公共交通网络整合优化研究》，该局下一步还
将开通白沙门至桂林洋大学城、汽车西站至桂林
洋校区2条常规公交线路和桂林洋大学城至美兰
机场、海南省旅游学校至红树林、海南经贸校区至
高铁东站3条假日公交线路，以缓解桂林洋大学
城片区居民出行不便的现状。

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解
释，公交线路的开通需综合考量公交车辆、驾驶员
的配备及公交线路调度室、公交车辆停放区域的设
置等多方面因素。由于目前海口公交车驾驶员缺
编、公交运力不足、公交场站容量数量较少、公交车
进场率较低，导致规划中桂林洋片区的公交线路近
期无法开通、原有公交线路的运力无法增加。

下一步，海口市运管处和海口市交通综合执
法支队将加大对桂林洋片区的巡查力度，按照相
关规定查处公交企业的违规行为，并督促公交企
业严格按照该局批复的运力开展运营，不得缩减
运力，必要时投入柴油机动运力。待海口市公交
行业改革结束后，该局将统筹调配全市的公交运
力和公交车驾驶员资源，并结合道路的通行情况，
逐步实施规划桂林洋片区的公交线路。

我省评定22所
“省级食品安全
示范学校食堂”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卢进梅）省教育厅和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联合派出检查
员，对50所“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
食堂”创建单位进行审核，经综合评
定，决定授予三亚外国语学校食堂等
22所学校食堂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
学校食堂”称号。

入选食堂名单可登录省教育厅网
站查看。

视频摄影 陈元能
视频剪辑 陈元能
扫码看满屏信号
灯的通行攻略

码上读

澳洲7名留学生
琼海支教

“你的英语说得很流利，就要
这么自信地天天说下去。”11月28
日，在琼海市长江学校，志愿者仲
佳仪表扬刚用英语做完自我介绍
的学生（见右图）。

据了解，澳洲墨尔本大学7名
留学生作为志愿者，利用假期到
海南支教，为孩子们带来新的学
习方法，和老师交流一些国外的
教学理念。

澳洲墨尔本大学中国偏远地区
教育支援协会主席仲佳仪表示，墨
尔本大学是位于南半球的知名大
学，支教协会是专注于中国支教的
教育型社团。给孩子们分享学习方
法，包括以后职业规划上的一些启
发，为他们打开一扇窗，用自己的成
长经历来感染孩子们，让他们有一
颗更加积极向上的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影报道

百姓难题 政府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