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海甸五西路（人民大道-甸昆路）

■ 甸昆路

■ 世纪大桥

■ 龙昆北路（南大桥路段除外）

■ 龙昆南路（南大桥路段除外）

■ 南海大道（龙昆南路至城西站路口）

公交专用道
6个示范路段

公交专用道使用时间为 （节假日除外）7：00-9：00
17：3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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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
馨）今年7月1日起，海口市新车注
册登记与省外车辆转入需满足“国
六标准”，省内二手车过户则无须符
合“国六标准”。这是6月27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获悉的。

据了解，7月 1日起，轻型汽车
在海口市办理新车注册登记的，必
须满足《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
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外

省车牌的轻型汽车需要转移登记迁
入海南省内的，也需符合“国六标
准”。所购车辆是否达到国家第六
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可查看车辆
环保信息随车清单，或登录机动车
环保网 www.vecc-mep.org.cn 进

行查询。
针对省内二手轻型汽车过户，只

要过户的车辆不属于“黄标车”或距
使用年限1年以内（含1年）的，在取
得配置指标的情况下，便可办理过户
登记。

文昌东路水库向北山水厂
输水工程完工
文城缺水问题将缓解

本报文城6月27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黄良策）“来水了！”6月27日下午，文昌市
东路水库向北山水厂输水工程竣工，正式输送原
水。连日来文城片区供水紧缺的问题有望得到
缓解。

据悉，今年以来，受极端天气连续干旱少
雨影响，白石溪补水渠道来水量少，文城竹包
水库存水量严重不足，危及文昌供水安全。文
昌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就持续恶劣干旱的天
气以及严峻的抗旱形势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
署保障文昌市城镇供水安全。4月下旬，文昌
市政府决定按应急项目加快实施建设东路水库
向北山水厂输水工程，把东路水库充足的库容
水量引入北山水厂，实现双水源供水，以解决原
水紧缺问题。

输水工程由文昌城乡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建设内容包括：沿东路水库东干渠铺设长约
5.51千米的管道，将水库原水引到潭牛大庙取水
泵站，然后通过铺设长14.9千米的铁管沿东路水
库东干渠、201省道、迎宾路、文昌大道将原水加
压输送至北山水厂。东路水库原水水质为Ⅱ类优
质地表水，库容水量充足，评估满足北山水厂的原
水需求。

项目自4月份开工建设以来，已经铺设完成
潭牛大庙取水泵站至北山水厂段输水管道，以及
潭牛大庙取水泵站的土建工程并安装调试完毕
相关设备，具备取水条件。6月27日下午，文昌
市水务局启用潭牛大庙取水泵站，向北山水厂输
送原水。

我省9市县今日最高温将超37℃

“烧烤天”上线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林

俊汝）海南日报记者6月27日下午从省气象部门
了解到，省气象局17时发布高温四级预警：预计
28日白天，临高、澄迈、定安、屯昌、琼海、昌江、白
沙、儋州、海口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37℃
以上的高温天气。

陆地方面，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北部和东
部，晴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中部晴间多云；
南部晴间多云，局地有阵雨。最低气温：中部
25℃-27℃，东部 27℃-29℃，其他地区 26℃-
28℃；最高气温：东部35℃-37℃，北部和西部
36℃-38℃，其他地区34℃-36℃。

省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气不要长时间在太
阳下暴晒，注意到阴凉处休息。外出活动前，应做
好防晒的准备，运动量不宜过大。

7月1日起“国六标准”开始实施

新车注册登记、省外车辆转入均需符合标准

本人身份证（不属于海口市户口的需提供居住证）
行驶证
车辆登记证书
二手车交易发票
配置指标文件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车 主 登 录
“椰城交警”微信
公众号进行预约
后，到所预约的
服务站办理

身份证
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不属于海口市户口的还需提供居住证）
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
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车船税纳税或者免税证明
配置指标文件

办理流程 办理海口市新车入户所需材料 办海口市二手车过户所需材料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田和新 费晶晶）6 月 26
日，省公安厅发布海南省“e租宝”案
集资参与人信息核实登记通告。我省
将于7月2日至8月30日对“e租宝”
受损集资参与人进行信息核实登记。

据介绍，“e租宝”案是全国性重
大非法集资案件，该案受损群体总计
100多万人，涉案金额700余亿元，涉及
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e租宝”案已
依法立案执行。为维护受损集资参与
人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将依法开展
全国集资参与人信息核实登记工作。

省公安厅发布通告

“e租宝”集资参与人速去核实登记

定安推进污水处理
设施项目建设

本报定城 6 月 27 日电 （见 习 记 者 张 文
君 记者袁宇）6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定安
县政府相关部门获悉，为解决多地生活污水随
意排放问题，县政府日前进一步加快推进 12
个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建设，建设内容包括 12
个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工程，将覆盖全县 10
个镇。

“现在村里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污水随意
乱排，已经影响到100多亩农田。”定安县雷鸣
镇雷鸣村党支部书记王圣东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直排污水不仅影响农田，也对河水水质产
生了影响，“所以村民都希望污水处理设施能
够尽快建成投用，从而改善大家的生活、生产
环境。”

对于污水乱排影响农田、河水的情况，定
安县政府相关部门已经着手解决。据悉，定安
县于2018年 10月底发起了城乡污水治理PPP
项目，加速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
建设。

目前，定安正大力推动龙湖镇、翰林镇、龙
门镇、黄竹镇、雷鸣镇、新竹镇、龙河镇、岭口镇、
富文镇、母瑞山、金鸡岭居等11个污水处理设施
及配套工程建设，以及大力建设定城污水处理厂
二期改扩建工程。

本报海口 6月 27日讯 （记者郭
萃 邓海宁）6月27日，海口市交通运
输和港航管理局、海口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联合发布通告称，海口在海
甸五西路（人民大道-甸昆路）等6个
路段设置公交专用道示范路段，并于
6月30日启用。车辆占用公交专用道
通行将被处罚。

根据有关规定，参加运营的公交
车辆、校车优先使用公交专用道，执

行任务的军（警）车、消防车、救护
车、工程救险车可借用公交专用道
通行；其他车辆在公交专用道专用
时段内不得驶入公交专用道；遇有
交通管制、交通事故或堵塞等特殊
情况时，其他车辆按照交通警察指
挥或交通标志指示可以借用公交专
用道行驶；公交专用道内的“过渡
段”允许其他车辆借道通行，禁止任
何车辆停留。

海口6条公交专用道30日启用
专用时段内其他车辆不得驶入 3种特殊情况可“借道”

海口龙华区千余名儿童
可享受免费窝沟封闭治疗

本报讯 （记者符王润 通讯员
徐善应）近日，由海口市龙华区卫
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龙华区教育
局主办的“关爱儿童口腔健康”——
龙华区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
控示范区儿童免费窝沟封闭公益
项目启动。根据计划，8月11日前
龙华区将完成 4000 颗牙的免费
窝沟封闭任务，预计惠及约1500名
儿童。

本次项目的受益对象是常住或户
籍在龙华区的、经口腔医师检查符合
窝沟封闭适应症的海口市第九小学、
第二十六小学、玉沙小学的一、二、三
年级部分学生（6-9岁）。

即日起，家长可携带孩子和
《海口市龙华区适龄儿童窝沟封闭
知情同意书》，按照学校派发的预约
计划，到海南口腔医院接受免费窝
沟封闭治疗。因学生个体口腔健
康差异，每人实际可接受窝沟封闭
的颗数（第一恒磨牙）在 1 至 4 颗
之间。

6月27日，由三亚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主办，三亚
游泳救生协会承办的2019年
三亚市游泳救生技能大比武在
三亚市技师学院游泳馆收官。
三亚各酒店、小区等经营性泳
池和潜水等单位共派出130名
救生员参加，经过比拼，前20
名选手入围总决赛。

据了解，此次游泳救生技
能大比武旨在通过救生技能比
拼，展示三亚游泳救生专业技
能水平，加强交流学习，增进全
市潜水、游泳等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的安全管理责任意识，为
市民游客的游泳健身运动“保
驾护航”。

文/本报记者 徐慧玲
图/本报记者 武威

泳池救生大比武

本报海口 6 月
27日讯 （记者郭萃
通讯员徐家启 张磊）
从6月29日起，海口
新开通 80路、81 路
等9条公交线路和优
化调整63路、66路等
8条公交线路，届时
市域列车接驳公交线
路达66条，全面实现
市域列车与地面公交
线路的无缝衔接，满
足市民多样化交通出
行需求。

满足市民多样化交通出行需求

海口增加优化17条公交线路

我省铺开偏远乡村小学
公共厨房建设

本报海口 6 月 27 日讯 （记者
陈卓斌）偏远乡村小学教师的“福
利”来了！海南日报记者6月 27日
从省教育厅获悉，因我省偏远乡村
小学公共厨房试点项目取得良好
成效，下一步项目拟在全省范围全
面推广。

近年来，我省实施了“全面改
薄”工程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
改善了乡村学校办学条件，缓解了
乡村教师住房难题。但偏远乡村
小学没有寄宿学生、不设食堂造成
的教师“用餐难”问题，仍困扰着当
地教师特别是单身教师，这也成为
偏远乡村小学留不住教师的原因
之一。

为“拴”住乡村教师的胃，让他们
“下得去、留得住”，自2018年起，省教
育厅在东方、临高、白沙、琼中、乐东、
保亭等6个市县启动建设偏远乡村小
学公共厨房试点项目，即为相关学校
建设公共厨房，并配备必要的厨卫设
施设备。截至今年5月，这些公共厨
房共建有212间，惠及6个市县共计
2364人。

为做好接下来项目的全面推广
工作，省教育厅决定聘请省质协用户
评价咨询有限公司，于6月25日至7
月22日针对公共厨房项目开展第三
方调查。

集资参与人应按照本公告和所在省区市发布的通告要求进行核实
登记，未进行核实登记的，将以司法审计结果确定受损金额，由此产生
的不利后果，由相关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登记时间：7月2日 结束日期：8月30日海南省“e租宝”受损群体

在册参与人 2498人

有效户籍 2416人

实际受损金额 3558.4万元
本人身份证 户口本原件 本人社保卡或纳税证明等核实登记携带材料

本版制图/陈海冰

全省第一核实点设在各市县公安局经侦支（大）队，为方便各辖区集资参与人进
行登记，部分市县将核实点设置在相应辖区派出所。

核实登记地点

闹市区马路出现拦路石墩
环卫部门已将其移除

本报海口 6 月 27 日讯 （见 习 记 者 习 霁
鸿）闹市区的道路上，一块拦路石墩“从天而
降”，不少电动车主为此犯了难。家住海口市
国贸 一 横 路 的 市 民 程 先 生 向 本 报 热 线 反
映，6 月 26 日，海口龙华路与国贸一横路相
交的路口处，出现了一块石墩，市民出行不
便，且有交通安全隐患。6月 27日，经记者向
海口 12345 热线反映后，海口环卫部门已安
排人员将石墩运走。

6月27日12时许，记者赶到现场，发现这块
石墩矗立在路口拐弯处，约30立方厘米，体积较
大，凭一人之力很难搬动。周围电动车来来往
往，若不小心撞上石墩，很有可能导致翻车。同
时，记者注意到，距离石墩最近的光源也在几米
开外，夜晚出行时安全隐患倍增。

当天12时57分，记者致电海口12345热线，
接线员将情况反映到海口环卫部门。14时许，海
口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二片区国贸段中班
负责人联系上记者，解释说该石墩本在人行道上，
是附近原停车场的工作物品。后因停车场不再运
营，石墩便被遗弃在原地，猜测此番“移位”应是电
动车主为腾挪停车空间，便擅自将石墩从人行道
移到了车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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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站2条：
80路（火车站—火车站“环线”）
81路（长滨路公交场站—火车站）
高铁长流站2条：
213路（火山口地质公园—高铁长流站）
204路（永庆寺—高铁长流站）
高铁秀英站2条：
216路（长天路公交场站—高铁秀英站）
82路（振业小区—滨涯路公交场站）
高铁城西站1条：
217路（高铁城西站—白水塘公交场站）
高铁美兰站2条：
218路（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美兰机场）
219路（桂林洋大学城—美兰机场）

9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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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8

高铁长流站2条：

210路（镇海村西门—高铁长流站）
212路（高铁长流站—澄迈老城“原59路快线调整”）

高铁秀英站2条：

70路（紫园——金盛达建材城）
202路（周仁村—周仁村“环线”）

高铁城西站4条：

84路（高铁城西站—新海港“原86路快调整”）
63路（高铁城西站—丽景湾别墅）
66路（高铁城西站—金盛达建材城）
208路（高铁城西站—长天路公交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