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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进出岛列车
恢复运行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注意车
站公告，以免耽误行程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邵
长春 郭萃 通讯员徐武 符晓虹 吴春
娃）海南日报记者8月30日从海南省
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2号台风“杨
柳”30日1时30分前后在越南广平省
沿海登陆。海南省气象台预计，9月2
日前后南海中东部海面可能有热带气
旋生成，将给海南省陆地和海区带来
较强风雨天气。

同时，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铁路
公司获悉，受台风“杨柳”影响停运的
海南进出岛旅客列车自8月30日10
时起恢复开行；海南环岛高铁城际列
车、海口市郊列车自8月30日零时起
恢复正常开行。琼州海峡自8月30
日 10时起恢复通航后，进出海南岛
旅客列车也同时逐步恢复开行。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恢复
运行之初会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出
行旅客要注意车站公告或登录铁路
官方网站（12306.cn）查询，以免耽
误行程。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张磊）海南日报记者8月
30日从海口公交集团获悉，9月1起，
残障人士（残疾、军残）、老年人（全免
老人、半价老人）、中小学生等5类特
殊人群乘坐公交车需刷公交IC卡才
能享受优惠政策。

据了解，按照《海口市公交企业
综合补贴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要求，残障人士、老年人（全
免老人、半价老人）、中小学生等特
殊人群乘坐公交车优惠调整为按刷
卡人次予以财政补贴，为更好地落
实和执行《办法》，进一步规范和提

升企业自身管理，有效激活企业活
力，自2019年9月1日起，海口公交
集团实行五类特殊人群刷卡优惠
（免费）乘坐公交车。着校服、持残
疾人证、老年优待证等相关证件将
不作为优惠（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
的依据。

海口公交集团提示享受优惠
（免费）乘坐公交车政策的市民请
尽快办理相关 IC 卡。办卡地址：
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公交总站。
咨询电话：963001、66663066。申
请人也可通过“宝岛通”微信公众
号线上申请。

本报嘉积8月30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吴育妹）8月30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琼海市公安局获悉，为有效
防范盗窃摩托车、电动车案件发生，
琼海市公安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开
展“两车”智能防盗系统集中安装受
理活动。

据介绍，市民在购买电动车办理
手续后，相关企业工作人员会为他们
的新车安装智能防盗系统。这种智能
防盗系统是依托视频、物联网技术形
成的机动车和电动车、两轮摩托车规
范管理体系。该系统将有效降低盗窃
电动车、两轮摩托车犯罪率，提升盗窃

两轮摩托车、电动车案件侦破率，实现
电动车、两轮摩托车高效管控。

目前琼海市22个派出所都开设
了智能防盗系统安装网点，全市电
动车经销商也可以提供安装服务。
琼海将进乡镇进社区开展集中安装
受理活动，让群众能够就近安装，体

验科技惠民成果。统计数据显示，
琼海电动车、两轮摩托车智能防盗
系统项目自2018年10月启动以来，
已有1万台摩托车、电动车安装这套
系统。这套系统已成功协助警方破
解电动车盗窃案件3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3名。

海南联合救灾平台到儋州开展救灾行动

帮助当地民众
尽快恢复日常生活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8月29日凌晨，儋州
市那大镇突发龙卷风，强度达到三级（国际标准
EF2级），给当地带来一定的损失。为帮助当地民
众尽快恢复日常生活，海南联合救灾协作平台启
动本次响应行动。

在壹基金和成美基金会的支持下，海南联合
救灾协作平台协调机构三亚救援队立即做出响
应，协调平台成员及队员紧急备勤，成立儋州“救
灾评估小组”。8月29日下午，该小组决定启动
救灾行动，调配救灾平台在文昌储备仓库的家庭
生活包。当晚文昌市紫贝侬家慈善会、海口市曙
光灾害应急救援服务中心共15名队员运送物资
到儋州。本次紧急救灾行动的家庭生活包和纯净
饮用水，为壹基金和可口可乐（海南）捐赠。

8月30日上午，由海南为民社区社会工作服
务社统筹，文昌市紫贝侬家慈善会和海口市曙光
灾害应急救援服务中心一同分拣物资，并前往海
南儋州东干社区等地，将7296瓶冰露矿泉水和
100箱家庭生活包送到居民手中。

海南电网连夜抢修供电设备

儋州5.51万户用户
恢复正常供电

本报那大8月30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王妍馨 翁一平）8月30日晚11时，在儋州市那大
镇军屯伏波路，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200余名
员工正连夜紧张抢修10千伏伏波I、II线，预计31
日凌晨2点前该线路主线可恢复供电。

据悉，这两条线路被龙卷风吹倒电线杆达32
根，抢修任务艰巨。截至当晚11时，海南电网公
司已累计投入抢修队伍24支819人，出动抢修车
辆177台、应急发电机（车）29台全力抢修儋州受
损供电设备。

据介绍，29日凌晨4点，儋州市那大镇突发
龙卷风，造成南方电网海南儋州供电局辖区内3
条110千伏线路、33条10千伏线路跳闸停运，受
影响客户6.01万余户。

灾情发生后儋州供电局迅速组织开展抢修工
作。截至30日晚11时，110千伏线路已全部恢复
正常运行，31条10千伏主线全线恢复，5.51万户
用户恢复正常供电，占停电用户的91.77%；仍有
2条10千伏主线未恢复，截至30日晚11时发稿
时，海南电网干部职工仍奋战在抢修一线，尽最大
努力恢复供电。

琼海开展“两车”智能防盗系统集中安装受理活动

给摩托车、电动车加上“科技锁”

9月1日起——

海口特殊人群优惠乘公交需刷IC卡

广告
联系

李亚丹 13976077158

木工施工
注意防燃防潮防蛀

在室内装修材料中，木制品占了相当大的比
重。木工施工时应做好防燃、防潮和防蛀工作，免
除后患。

◆防燃◆
在可燃性基材表面使用防火涂料，能降低被

涂材料表面的可燃性，阻滞火灾迅速蔓延。但是，
防火涂料不能与其他涂料混合使用。施工前应清
理基材表面，不得有油污、水渍、灰尘等。

◆防潮◆
装修时的防潮工作包括墙、地基层检查，基层

防潮（防水）处理，木质板面防潮涂覆等。
现在，越来越多的业主在家中安装中央空

调，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冷凝水倒挂的现象，因此
在施工阶段就要做好天花板风口侧板防潮处理
工作。

◆防蛀◆
在施工过程中，还要请专业人士分阶段预防

白蚁虫蛀问题。
装修砌墙后，水、电工进场切好管槽，此时要

在全屋喷洒一次预防白蚁的药物，因为管槽、管孔
（特别是通向户外、阳台的管槽）是滋生白蚁的主
要部位。

在装修材料中，木板、木龙骨、木线条容易滋
生蛀虫和白蚁，所有木材进场时应该喷洒杀虫
药。铺木地板前，也要对准备铺设木地板的地面
喷洒杀虫药。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快节奏的生活容易让人感到疲
惫。充满鸟语花香、草木青翠的居
所可以让人放松身心，感受大自然
的魅力，尽享舒适惬意的生活。

在三亚恒大御府，茂密园林筑
就天然氧吧，让您轻松享受绿意
盎然。好房轻松购，恒房通推荐
享高额奖励，购房者额外享 98折
优惠。

三亚恒大御府拥有建筑面积
约60000㎡的风情园林，让您尽享
健康生活环境和清新空气，建筑面
积约1150㎡的生态湖境是傍晚时
分漫步的好地方。您可以与家人
一起在花草清香中看夕阳西下，在

自然美景中除去一天的繁忙与疲
惫。

三亚恒大御府位于三亚市迎宾
路中段，交通便捷，可畅享解放路、
大东海、吉阳区三大商圈资源，多重
成熟配套设施可以满足您的日常生
活所需。

三亚恒大御府拥有风情商业
街、休闲会所、恒大影城（以上配套
已完工，未投入使用）以及乐天城
（已投入使用）等优质生活配套资
源，让您轻松享受惬意都市生活。

金秋九月将近，三亚恒大御府
（建筑面积约 146-273㎡写字楼、
建筑面积约129-269㎡独立商铺、

建筑面积约 35-102㎡智汇空间、
建筑面积约 85-107㎡精品美宅）
推出全员营销月活动，恒房通推荐
成交享高额奖励，购房者享额外98
折优惠！优惠截止时间：2019 年
10月8日，活动详情以现场咨询为
准。

预售证号：三房预许字【2017】
27号，三房预许字【2017】48号，三
房预许字【2017】58号，三房预许字
【2018】68号，三房预许字【2019】11
号，三房预许字【2019】34号，三房
预许字【2019】40号，【2019】42号，
三房预许字【2019】47号。

（广文）

谁的房贷利率受影响
最大？

人民银行日前宣布将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作为各银行新发放贷
款的主要参考，个人住房贷款定价基
准自然也要从原来的贷款基准利率
转换为LPR。根据央行公布的改革
后第一期LPR来看，1年期为4.25%，
5年期以上为4.85%；分别较1年期和
5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低10个和5个
基点（每个基点为万分之一）。

除了定价基准进行了转换，此次
央行明确，自10月8日起，新发放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近一个
月相应期限的LPR为定价基准加点
形成。

也就是说，LPR降了，房贷利率
不一定降，还要看加点的情况。那么
谁来决定加点的多少呢？目前来看，
有三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首先是央
行的房贷利率底线，其次是当地LPR
加点下限。此外，银行会根据综合贷
款风险状况，与借款人协商约定。

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此前曾

明确表示，落实“房住不炒”的目标定
位，就得做到房贷的增量不扩张、房
贷的利率不下降。要确保差别化住
房信贷政策有效实施，保持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基本稳定。

“我应该现在赶紧定下办贷款，
还是再等等？”看到新的房贷定价政
策出台，近期忙着看房的上海市民杨
女士有些举棋不定。

房贷利率“换锚”后，直接关系
着打算贷款购房者的“钱袋子”。专
家认为，根据目前实际利率水平来
看，此次调整对大部分购房者应该
影响不大，只对极少的银行眼中的

“优质客户”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
按公告要求，首套房利率不得低

于相应期限LPR。这就让个别地区
“优质客户”获得首套房贷9折或95
折难以实现。不过，央行表示，10月
8日前，已经发放和已签订合同但未
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仍按原
合同约定执行。专家分析，如果杨女
士真的确定能获得9折或95折房贷
利率，还是早做决定对她更有利。

不过，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发
布的35个城市最新房贷利率数据来

看，目前执行首套房贷9折或9.5折
的城市非常少，7月份上海还有首套
房能执行4.84%利率的，但绝大部分
城市的首套房平均利率均显著高于
4.85%。而且，最近几个月，无论是
首套房还是二套房，大部分城市的房
贷平均利率都呈微弱上行趋势。

“展望未来一段时间，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有上行的可能性，但幅度不
会太大。”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
聘研究员董希淼认为，不同银行对个
人住房贷款业务定位不一样，在不同
区域的信贷资源投入也相差较大，因
此在房贷利率会有明显的分化，而大
型商业银行房贷利率调整预计相对
温和。

LPR月月变
房贷利率会咋变？

“以前每次降息房贷利率会在次
年调整，而LPR月月都在变，我的房
贷利率会咋变？”这应该是不少贷款
购房者心中的疑问。

此次央行的公告明确，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重定价周期可由双方协商

约定，最短为 1 年，最长为合同期
限。每次利率重新定价时，定价基准
调整为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LPR。

也就是说，房贷利率“换锚”后，
新增房贷重新定价时得看当时LPR
的水平。专家表示，房贷调整频率是
最高1年，最低频率可以不调整。房
贷利率不会每个月都跟着LPR走，
但预计未来银行为了降低自身的风
险，会要求客户每年做一次重定价，
根据LPR一年变一次。此外，根据
央行公告，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政策暂不调整。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
员周景彤认为，未来房贷利率会更加
突出体现地域性、货币政策和各银行
的信贷策略，不同地区、不同客户和
不同时期房贷利率的差别会更大，更
能体现“因城施策”。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
融分析师鄂永健表示，房贷定价新规
对市场影响有限，仍然是此前房地产
调控政策的延续：可以维持新的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保持总体稳定，既不下
降，也不会明显增加个人房贷利息负
担。 （据新华社电）

让你在美景中享受慢生活

房贷利率“换锚”，房贷支出将有啥变化？

在宣布贷
款利率“换锚”
后，中国人民银
行日前明确了
房贷新的定价
方法。改革后
的房贷利率会
增还是会减？
新发放的房贷
利率怎么算？
存量房贷利率
咋执行？这些
问题引起社会
普遍关注。

房·热点

三亚恒大御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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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课堂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王玉
洁 通讯员程楠）由海南红杉科创实业
有限公司发明的“一种轻型屋面系统”
技术，在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海口分公司的代理下，成功获得
授权发明专利。近年来，这项技术已
投入市场，延长了建筑屋面防水的质
保年限。

努力让一项技术被国家知识产权
局授权发明专利，是研发企业和单位
积极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举措。8
月29日，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海口分公司有关负责人史琴
姣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当前他们服务

的海南企业主要集中在热带生物资
源利用、生物制药、电器智能制造等
领域，这些领域企业也多为知识产权
密集型企业。

当前海南共有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企业近80家、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5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18
家。不少知识产权代理人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他们感受到，近年来，在相关
部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指导和推动
下，海南社会各界专利保护意识有所
增强，很多企业在专利和研发的投入
上也有所增加。

这些感受有数据佐证。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局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我省专利申请总量为
4165件，同比增长55.12%。其中发
明专利944件，同比增长4.42%；实用
新型专利2649件，同比增长90.58%；
外观设计专利 572 件，同比增长
46.29%。全省专利授权量为 2071
件，同比增长25.97%。

“我省专利申请量的上升，说明企
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省知识产权局
主要负责人介绍，当前全省有效发明
2897件，同比增长17.33%，每万人有
效发明专利量为3.1件。

统计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全
省各市县专利申请和授权排名中，海
口和三亚均稳居前列。上半年海口市
专利申请总量为2849件，其中发明专
利申请量为 659 件；专利授权总量
1331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66
件，均占全省比重的近七成。上半年
三亚市专利申请总量为430件，同比
增长达150%；授权总量为164件，同
比增长超50%。

“除了海口和三亚，今年我省其他
各市县在专利工作上呈现‘你追我赶’
的趋势，专利授权量也都大幅增长。”
该负责人介绍说，其中增幅超过

100%的有6个市县，分别是三沙、陵
水、定安、保亭、五指山、澄迈。

为了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知识产
权氛围，今年上半年，我省通过开展

“2019年海南省知识产权宣传周”等一
系列活动，连续以公益讲座、培训、展
览展示、项目路演、联合执法等形式对
外开展宣传，大力普及知识产权知识。

不少知识产权代理人认为，随着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推进，海南知识产权市
场很有潜力，呼唤政府、企业、知识产
权服务机构等多方共同努力，加快推
动知识产权事业与经济的融合发展。

我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上半年专利申请总量同比增长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