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魏安妮）记者从海南铁路有限公司了解到，受琼州海峡封
航影响，进出岛旅客列车8月9日21时起停运。

海南环岛高铁动车开行暂未受影响，将视天气情况调整开行方案。

8月8、9、10日上海南
开往海口方向 K511 次运
行至广州站终止，8月10、
11、12 日海口开往上海南
方向 K512 次分别改为 8
月 11、12、13 日在广州站
始发，同时广州-海口间
K511次、K512次停运

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

进出岛旅客列车昨天21时起停运

8 月 8、9、10 日北京西
开往三亚方向 Z201 次运
行至广州站终止，8 月 10、
11、12 日三亚开往北京西
方向Z202次分别改为8月
11、12、13 日在广州站始
发 ，同 时 广 州 - 三 亚 间
Z201次、Z202次停运

8 月 8、9、10 日哈尔滨开
往海口方向Z114/1次运行至
湛江西站终止，8月10、11、12
日 海 口 开 往 哈 尔 滨 方 向
Z112/3 次分别改为 8 月 11、
12、13 日在广州站始发，同时
湛江西-海口间Z114/1次、海
口—广州间Z112/3次停运

8 月 8、9、10 日长春
开往三亚 Z384/5 次运
行至湛江西站终止，8月
10、11、12日三亚开往长
春方向 Z386/3 次改为
当日在湛江西站始发，
同 时 湛 江 西 - 三 亚 间
Z385次、Z386次停运

8月9、10、11日郑州开
往海口方向K457次运行至
塘口后改为到湛江站终止，
8 月 10、11、12 日海口开往
郑州方向K458次改为当日
在廉江站始发，同时塘口-
海口间 K457 次，海口-廉
江间K458停运

凡购买了以上时间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到就近车站售票大厅办理退票
本版制图/陈海冰

温馨
提醒

调控管理机构将在对首期摇号报名人（单位）资格条件进行审核后，根据最终确定的具有资格条
件参加摇号或排号的申请人（单位）数适度调配增量指标，确保中签率不低于80%

8月26日
举行首期摇号

8月9日，文昌清澜港，渔船回港避风。 本报记者 袁琛 摄回港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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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加快红树林保护区退塘还林还湿工作

今年9月底前完成核心区
4159亩退塘还林还湿工作

本报文城8月9日电（记者袁宇 特约记者
黄良策）记者今天从文昌市政府获悉，为保护好珍
贵的红树林资源，文昌市根据中央环保督察的反
馈意见，全面启动了鱼虾塘的退塘还林还湿工
作。今年9月30日前，文昌将完成红树林保护区
核心区4159亩鱼虾塘的退塘还林还湿工作。

为了进一步动员涉及退塘的塘主配合清退，
文昌在镇级层次成立工作组，依法依规对其进行
动员，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取得良好成效。据
文昌市文教镇委委员谢韧介绍，该镇今年退塘任
务为690.02亩，在工作组动员下已超额完成退塘
任务，签订退塘协议的面积达到826.53亩。

据悉，文昌计划用3年时间实施红树林保护
区1.14万亩鱼虾塘的退塘还林还湿工作，解决清
澜省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存在鱼虾养殖的问
题，同时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规范自然保护区管
理。截至目前，文昌共完成鱼虾塘塘主签名确认
测量面积约5307亩，公示面积约4522亩，签订退
塘协议面积约2167亩。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我省打击涉及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行为

上半年“绿盾2018”
专项行动查处案件312宗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周晓梦）记者今
天从省生态环境保护厅获悉，今年以来，我省开展

“绿盾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严厉
打击涉及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行为。

上半年，专项行动共查处环境违法案件312
宗，罚款5414万余元，实施按日计罚2宗，罚款78
万余元；查封、扣押28宗；限产、停产3宗；行政拘
留23宗。

据了解，“绿盾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
项行动是在“绿盾2017”专项行动基础上，继续排
查全省1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22个省级自然
保护区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对发现的问题扭住
不放、一抓到底，细化目标任务，明确整改责任，做
到检查到位、查处到位、整改到位。严肃追责问
责，落实管理责任，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自然保护
区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提升全省自然
保护区建设与管理水平。

为落实“绿盾2018”专项行动，省生态环境保
护厅、省林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厅三部门联合印发
了《海南省“绿盾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
行动工作方案》，并共同成立专项行动联合督查
组，统筹组织实施海南省“绿盾2018”自然保护区
监督检查专项行动。

本报海口 8月 9日讯 （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记者今天从海
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公室
获悉，我省首期摇号将于本月26日
举行，首期增量指标申请截止时间为
2018年 8月 8日 23：59：59，之后报
名将会自动纳入第二期申请。相关
部门将对首期申请资格审核后公布
符合资格条件的申请人（单位）名单，
8 月 22 日 后 ，群 众 可 登 录 网 站
（www.hnjdctk.gov.cn）查询是否通

过审核。
据调控管理办负责人分析，从

目前调控系统登记情况看，首期报
名的人明显偏多，原因主要有：一是
因5月实施调控后暂停办理相关业
务近3个月，积累了较多购车需求；
二是因摇号获得的增量指标有效期
为 12个月，出于“先拿到手”“第一
次不中再摇第二次”的心理，许多群
众提前报名参加摇号“占指标”，甚
至提前购车预期，本打算一两年后

才购车的，先报名摇号提前购车；三
是因 2019 年 8月 1日起，我省要对
部分小客车实施限行管理，原持有
非本省核发号牌小客车的本地居
民，急于参加摇号获得增量指标，以
备未来一年把外省号牌车过户为本
省号牌车。

这位负责人表示，为充分满足群
众的“刚性”购车需求，调控管理机
构将在对首期摇号报名人（单位）资
格条件进行审核后，根据最终确定

的具有资格条件参加摇号或排号的
申请人（单位）数适度调配增量指
标，确保中签率不低于80%。

该负责人提醒：我省实施小客车
保有量调控，坚持制度设计在先、提
前规划、提前引导，确保总量科学合
理控制，重点调控燃油车与新能源
车结构配置，未来的增量指标配置，
也会充分考虑群众合理需求，广大
群众报名参加摇号要根据自身实际
需求，没有必要提前购车“备用”、

“占号”，以免额外增加养车经济负
担；各汽车经销企业应保持正常经
营秩序，为购车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增量指标有效期为12个月，逾期未
使用的，视为放弃指标，同时，以排
号或摇号方式取得的指标逾期未使
用的，自有效期届满次日起，三年内
不得申请增量指标；新能源车增量
指标通过排号方式获得，优先配置，
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优先满足新能
源车增量指标申请。

省重点用能单位2017年度节能考核结果出炉

11家单位超额完成任务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根据《海南省应对气候

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7年度省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目标责任考核实
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牵头
组织海口、三亚、儋州等9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
区节能主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
原则，分别对我省重点用能单位进行目标责任评
价考核，并于近日通报考核结果。

据悉，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统计局公布的
“十三五”省重点用能单位共 63家，实际参加
2017年度考核的单位57家；6家重点用能单位因
停产、重组等原因未参加考核。

参加考核的重点用能单位中，11家考核结果
为超额完成等级，占19.3%；38家考核结果为完
成等级，占66.7%；7家考核结果为基本完成等级，
占12.3%；1家考核结果为未完成，占1.7%。

通报对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一汽海马汽
车有限公司等11家考核结果为超额完成等级的
重点用能单位通报表扬；对基本完成等级的7家
单位要求进一步加强节能工作力度，对照法律法
规及我省相关要求，深入查找原因和不足，加大投
入，不断健全管理制度和完善管理措施，履行好法
定节能义务。

对评价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等级的中电国际新
能源海南有限公司老城开发区海口环保电厂予以
通报批评，强制进行能源审计，责令限期整改，并
暂停审批或核准、备案其新建扩建高耗能项目。

首期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截止

8月22日后可登录网站查询是否获得摇号资格

关注强风雨

本报海口8月9日讯 （记者孙
慧 通讯员邹小和）据气象部门预
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8月9日
至 11日我省有强降雨过程。记者
今天下午从省三防总指挥部获悉，
省三防办于8月9日14时启动防汛

防风IV级应急响应，全面部署防御
工作。

据气象、水文部门汇报，从8月8
日20时至9日14时，我省出现明显
降水。共有15个市县67个乡镇出
现暴雨，其中白沙、陵水、三亚、万宁、

琼中等5个市县的6个乡镇出现大暴
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万宁市礼纪
镇173.5毫米。

气象部门预测，受热带低压和西
南季风的共同影响，9日至11日我省
将有一次强风雨过程。9日14时至

12日8时，最强降水将出现在儋州、
白沙、昌江、东方和乐东等市县，过程
雨量200—300毫米，局地雨量可达
400毫米。

截至8月9日14时，全省64宗
中小型水库正常溢流，其中中型水

库13宗、小型水库51宗。气象部门
预测，8月9日至11日期间，全省有
强风雨过程，水文部门重点关注超
汛限和纳雨较小的46宗中小型水
库，加强水库监测和巡查，做好水库
科学调度。

白沙、陵水、三亚、万宁、琼中等5个市县的6个乡镇出现大暴雨

热带低压逼近 15个市县出现暴雨
我省启动防汛防风IV级应急响应

最强降水将出现在儋州、白沙、昌江、东方和乐东等市县

本报海口8月9日讯 （记者郭
萃 通讯员蔡璐祎 卢黄雅铮）记者今
天从海口市菜联办获悉，为应对南海
热带低压及近期海口部分蔬菜品种
价格偏高的行情，海口市已组织各职
能部门加大蔬菜供应和保障力度，目
前海口菜篮子产业集团及各蔬菜批
发市场共储备蔬菜1200吨，市级蔬
菜储备3000吨也已到位，能够保障

市场供需稳定。
据介绍，海口市农业局自8日起

已通过电话、微信群、农讯通等平台，
把热带低压预报信息发给各主要蔬
菜基地业主，要求及时做好防风防雨
特别是防大暴雨工作。

为保障食品供应，海口市商务局
也于8日通知17家应急投放企业做
好生活必需品应急储备。截至9日，

菜篮子集团累计调运储备量约400
吨，本地菜目前可供应两至三天。此
外，省级生猪储备10万头、冻猪肉储
备2000吨，在海口市民日常需求的
基础上可持续供应30天；金盘饮料
承储市政府矿泉水储备量1000吨，
可保障海口市居民热带低压期间饮
用水供应。

在加大市场供应的同时，工商、

物价等部门还将加强农贸市场明码
标价检查，严防哄抬物价的情况发
生；食药监部门将加强对全市农贸
市场的检查，重点检查和防止病死
猪肉上市销售。食药监部门还将加
强蔬菜检测和检测结果公示，指导
协助户主对食品经营环境进行大清
扫，保证防御热带低压期间各类食
品安全放心。

储备蔬菜4200吨、做好生活必需品应急储备

海口组织多部门保供稳价

各市县各部门各单位
部署防风防雨
应急工作

本报海口8月9日讯（记者邵
长春 徐慧玲 袁宇 陈雪怡）今天，
三亚、万宁及海南电网等多个市县、
部门和单位启动防风防汛Ⅳ级应急
响应，全面做好防御本次热带低压
应急处置工作。

三亚市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会
议，积极部署各项防御工作。目前
全市918艘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
渔船、渔排及海上作业人员已撤离
上岸。

万宁市已全面落实24小时值
班制度，重点加强水库防汛安全排
查巡查，确保水库安全。

省国土资源厅紧急部署，要求
全省国土资源系统做好本次强降雨
期间的地质灾害应急防治工作。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启动防
范工作，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及时调
整电网运行方式，督促各发电厂
（站）加强发电设备的运行维护，确
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骗子声称台风天航班取消
骗走游客1万元
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
注意航班改签骗局

本报三亚8月9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泽亮）8月8日，一位在
海南旅游的陕西游客被骗子以“海
南有台风暴雨机票需要改签”为借
口，骗了1万元。

8月8日15时30分，陕西省勉
县罗先生一家人在乘坐动车前往美
兰机场乘飞机回老家前，罗先生突
然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称，罗先生
一家要乘坐的航班由于近日海南有
暴雨原因已被取消，需要拨打客服
电话进行改签或退票，短信的后面
还特别注明“航班取消将为每位旅
客补偿航班延误费300元”。

罗先生没有多想，回拨了短信
上的号码选择改签，并按照“客服”的
要求将自己的银行卡号告诉对方，随
后将手机收到的5条验证码也在电
话中告诉给了“客服”，完成了“改签
手续”。但是罗先生的手机随即收到
了5条信息，显示共消费了1万元，罗
先生才意识到上当了，赶紧报警。

接警后，三亚车站派出所第一
时间对涉案银行账户进行紧急止
付。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
醒：接到此类短信后，一定要拨打
114查询航空公司官方客服电话核
实情况，千万不可直接拨打短信提示
的电话，更不能随意点击短信当中的
链接。同时，在未经核实前，不要轻
易告诉他人网银、支付宝的验证码。

我省加强管理农村教师周转宿舍项目建设资金

严禁相关项目
超标准建设和豪华建设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为改
善我省农村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满足农村教
师从教、流动、支教的居住需求，省教育厅和省
财政厅日前联合制定了《海南省农村教师周转
宿舍项目建设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规定，项目资金是指省级财政
安排用于农村教师周转宿舍项目建设的资金，
其管理和使用应当根据农村教师周转宿舍项目
建设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坚持“项目管理、统
筹安排、突出重点、集中投入、专款专用、保证效
益”的原则。

项目建设要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严禁超
标准建设和豪华建设，按规定实行项目法人责任
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竣工验
收制等建设管理制度，加强质量、进度、成本、安全
控制。

8月8日20时至9日14时 9日14时至12日8时

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万宁市礼纪镇 173.5毫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