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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热带气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本周末我省有较强降水
本报海口11月 4日讯 （记者郭萃 通讯员

刘昕 李凡）海南日报记者11月 4日上午从海
南省气象台了解到，目前南海中南部海域的热
带扰动可能于5日前后加强为热带低压，强度
加强，回旋少动，8日起偏西移动趋向越南中
南部沿海。受热带气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5
日至 10日，南海中部和南部海域有强风雨天
气；9日至 10日，海南岛东部和中部地区有较
强降雨。

4日至8日
全岛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

26℃~29℃；最低气温内陆山区 16℃~
18℃，沿海地区19℃~22℃。

9日
海南岛东部和中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暴

雨；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北部和
西部地区多云。

10日
海南岛东部和中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

地大暴雨；北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
暴雨；西部地区有小阵雨。

全待行放行模式通行方法

直行待行区通行方法
当与行车方向相交道路左转绿灯亮起时，诱导屏提示“直行机动车请进待行区”。

车辆可进入直行等待区等待，行车方向直行绿灯亮起时，车辆依次直行通过路口。

左转待行区通行方法
当同方向直行绿灯亮起时，诱导屏提示“左转机动车请进待行区”。车辆可

进入左转待行区等待，左转绿灯亮起时，车辆依次左转通过路口。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邓海
宁）10月30日开始，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在海口龙昆南路和南海大道交叉
路口实施全待行放行模式，以“空间”换

“时间”，提高机动车通行效率，然而实
行还不到一周，就有市民向本报反映，
路口反而比以前更堵了。对此，海口交
警表示将加大对该路口通行方法的宣
传，并进行大数据分析，优化通行。

11月4日17时30分许，海南日
报记者来到龙昆南路和南海大道交叉

路口，随着交通晚高峰的来临，整个路
段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有8名交
警在路面维持秩序。没过多久，记者
就发现，在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的直
行待行区内停留了两辆机动车，此时
交通信号灯直行显示为红灯，诱导屏
则显示“禁止进入待行区”，正在过马
路的行人和电动自行车只能纷纷绕车
而行，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也给北往
南方向的车辆通行造成了阻碍。

现场交警随即对造成拥堵的两辆

车进行了西往南方向的引导，让这两
辆车汇入正在通行的车流，再通过掉
头的方式回到预定路线。

“驾驶人‘闯黄灯’是诱发拥堵的
一大原因。”正在路口执勤的交警告诉
记者，在黄灯亮起、诱导屏显示“禁止
进入待行区”时，有些车辆仍然冲进待
行区，而黄灯只有3秒，加之该路口面
积较大，“闯黄灯”的车辆往往还没有
驶离待行区，红灯就已亮起，驾驶人随
即将车停在路口内，这时其他方向的

车辆开始放行，也就造成了拥堵。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知道这个

路口该怎么走”也是该路口发生拥堵
的一个原因，当天18时许，一辆白色
大众小轿车径直闯过红灯，停在了待
行区的标线前，驾驶人孙先生表示自
己虽然看到了诱导屏提示，但并不知
道路口具体该怎样通过，也不知道已
闯了红灯，还以为是路口的标线优化
前移，希望交警能对该路口的通行方
法加强宣传。

据海南日报记者粗略统计，当天
从17时30分至19时，该路口共发生
近10起因车辆滞留在路口内而造成
的拥堵，在现场交警的疏导下，一般不
到3分钟就已恢复通畅。

据悉，下一步海口市交警支队将继
续加大对该路口通行方法的宣传，尤其
是在现场的提示和疏导，并将对该路口
进行大数据研判分析，进一步优化红绿
灯的时长设置，同时将根据大数据分析
结果，视情况拟定动态优化对策。

广大驾驶人在行经龙昆南路和南海大道交叉路口
时，请严格遵照交通信号、标线、显示屏指示有序通行。

红灯亮起时，已经进入待行区的车辆，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可以继续通行，切勿停留在路口中，影响其他流
向的车辆行驶。

交警
提醒

海口龙昆南大转盘路口通行如何提速？
交警部门：将加大通行方法宣传，优化红绿灯时长设置，视情拟定动态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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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1月4日电（记者徐
慧玲）11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歌
诗达邮轮三亚母港航线发布会上获
悉，2020年 1月至3月，歌诗达·新
浪漫号将在三亚母港进行季节性运
营，提供前往菲律宾、越南等目的地
的航线。

歌诗达邮轮大中华及东南亚区
销售及商务高级副总裁叶蓬介绍，近

年来，歌诗达邮轮曾多次部署邮轮造
访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母港。此次
发布三亚母港航线计划，立足三亚，
并延伸至东南亚地区，是希望通过邮
轮把东南亚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以及全新的意式邮轮体验带给更多
的消费者。接下来，歌诗达邮轮将以
此次合作为开端，与三亚乃至海南共
同开发当地市场，以邮轮带动旅游，

推动当地邮轮销售渠道的多元化整
合，促进邮轮行业蓬勃发展。

三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铁
军表示，目前三亚正在加快推进凤凰
岛国际邮轮港建设，不断丰富配套旅
游产品，努力推动邮轮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三亚将以此次航线开通为契
机，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力争把邮轮
旅游打造成展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亮
丽名片。

据介绍，承担三亚母港航线的
是歌诗达·新浪漫号，该邮轮总吨位
5.68万吨，载客量1800人，以灵巧精
致著称，被称之为歌诗达亚洲船队的
一颗明珠。歌诗达邮轮希望通过提
供纯正的意式邮轮体验，让游客与家
人共度海上的浪漫时光。

歌诗达邮轮发布三亚母港航线计划
明年1月至3月提供前往菲律宾、越南等目的地的航线

歌诗达·新浪漫号
排水量：5.68万吨
载客量：1800人
舱房数：789间
长度：220.6米
宽度：30.8米

邮轮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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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计
思佳）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日前，海口出台
《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从进一步精简审批、放宽市场
准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加大信贷
支持力度等9个方面，提出32条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关措施。

根据《措施》，海口将进一步精简
审批，全面优化政务服务。实现企业
设立登记、印章刻制、申领普通发票、
企业社会保险登记等流程3个工作

日内办结；已由税务机关现场采集法
定代表人信息的纳税人申领普通发
票，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自申请之日起
1个工作日内办结或即时办结等。

依法调整施工许可为备案，推进
投资审批便利化。在“多规合一”框
架下全面实施“极简审批”，对审批事
项和评估事项进行精简，推行备案管
理和告知承诺制。在2019年底前，
将工程建设项目平均审批时限压缩
至60个工作日内。将“证照分离”改
革事项扩大至130项，扩大旅游、农
业、医疗健康等重点产业领域改革事

项范围。2019年内建成政务“一网
通办”总门户，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
办率不低于 90%，办件量提高至
50%以上，实现100个高频涉企行政
审批事项“最多跑一次”。

《措施》提出，要进一步减轻企
业税费负担，降低民营企业生产经
营成本。到2021年 12月 31日，对
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
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以
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
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
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向在孵

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
征增值税。

要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切
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推动银行机构实现单户授信总
额1000万元以下（含）的小微企业贷
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
速，有贷款余额的小微企业户数不低
于上年同期水平。设立海口市中小
微企业融资担保基金，为中小微企业
提供常态化融资担保服务。对企业
发行债券融资进行奖励，提供发债增
信资金支持。

根据《措施》，海口还将实施企业
自主研发经费奖励，在落实国家对企
业研发经费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基础
上，再给予支持。全市科技型企业研
发投入总量排名前10位的，对每个
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企业研发
投入占营收的比例排名前10位的，
对每个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建
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对迁入海口
的规模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50万元奖励，力争到2022年海口高
新技术企业总数在2018年基础上实
现倍增。

海口出台32条措施促民营经济发展
实现100个涉企行政审批事项“最多跑一次”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发挥金融服务专业优势
助力企业参与第二届进博会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所宁）“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银行海
南省分行继续给我们提供了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能达成更大的合作协议。”近
日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海南金大业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平超表示。

据介绍，这是该公司第二次跟随中国银行海
南省分行参加进博会。去年，该公司在中国银行
海南省分行的协助下参加了首届供需对接会，并
现场完成了与俄罗斯展商的意向签约。

自第二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开始以来，中国银
行海南省分行从组织筹备、政府服务、企业推介、
撮合对接等方面精心筹划，同时积极配合海南省
开展进博会企业推介邀请工作。进博会期间，中
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将持续发挥跨境金融服务专业
优势，全力做好海南参会企业的金融服务，服务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据了解，继成为首届进博会唯一“银行类综合
服务支持企业”之后，中国银行再次成为第二届进
博会唯一战略合作伙伴，积极投入进博会招展招
商、宣传推介、活动筹备等各项前期工作，发挥全
球化、综合化经营优势，全方位助力第二届进博会

“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

非法占有公司铺面租金差价款

海口菜篮子公司3名员工
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日
报记者日前从海口市纪委监委了解到，经监察调
查，该市监委决定将海口市菜篮子市场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涉嫌犯罪的3人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
起诉。

据了解，郭剑、田树盛、石睿等3人分别为海
口市菜篮子市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拓展部组长及
业务员。经查，该3人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转包的
方式抬高铺面租金，非法占有该公司铺面租金差
价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
经会议研究，海口市纪委监委决定将郭剑、田树
盛、石睿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按照管理权限，由海口市菜篮子
市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解除与上述3人的劳动合
同关系。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林道江）海南日报记者
11月4日从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
队获悉，根据该总队对农民工的监测
调查，今年第三季度海南农村劳动力
非农从业情况稳中有增，外出从业劳
动力不断增多，外出从业劳动力月收
入水平持续提高，达到3064元，同比

增加299元，增长10.8%。
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人数稳步增

长。据调查结果推算，第三季度海南
农村外出劳动力从业人数继续保持增
长，达到 84.1 万人，同比增加4.5 万
人，增长5.7%；较第二季度环比增加
1.5万人，增长1.8%。

农村外出劳动力集中在省内，省

外就业以广东地区为主。第三季度
海南农村外出劳动力省内就业占比
为 87.3%，同比提高 1.2 个百分点。
省外就业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广
东地区，占所有省外就业总数的
81.8%。

从产业看，第三季度海南农村外
出劳动力从业依旧集中在第三产业，

占比为77.3%。其中，住宿餐饮业和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占比
最高，均为22.6%。

外出从业收入较快增长，中高收
入群体比重增加。第三季度海南农村
劳动力外出从业月均收入延续持续增
长的态势，达到 3064 元，同比增加
299元，增长10.8%。中高收入群体

占比有所提高，分收入水平看，收入在
2000元至3000元的最多，占41.6%，
同比下降2.9个百分点；收入在2000
元以下的占9.9%，同比下降5.9个百
分点；收入在3000元到5000元以下
的占40.2%，同比提高5.9个百分点；
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占8.2%，同比
提高2.9个百分点。

今年第三季度海南农村劳动力非农从业情况稳中有增

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月均收入超3000元

第155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播出

教农户搭质优价廉防虫网
本报海口 11 月 4 日讯 （记者陈蔚林）第

155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11月4日晚上
在海南经济频道和三沙卫视播出。本期节目是
深受海南广大农民朋友喜爱的农科农技类教学
节目，主题为“防虫网的新搭法和新用法”。

海南每到夏季和秋季，上海青、小白菜等叶
菜的病虫害现象总是会比其他时候易发、多发，
不少农户都在这上面吃了苦头。如何在“少打
药”“少请人”“少花钱”的前提下种好叶菜呢？
本期节目邀请到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
物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建明，给广大农户介
绍了他们研究出来的好技术和好办法。

高建明说，以前农户们常用的防虫害办法
是搭建塑料大棚，但塑料大棚温度高、成本高、
稳固系数低，因此很多农户都不再建塑料大
棚，而是改搭防虫网。防虫网不仅同样能起到
防病、防烂菜的效果，成本还较塑料大棚更加
低廉。

高建明介绍，通过把防虫网顶部的钢管替
换成塑钢线，可以进一步降低防虫网的材料成
本，使之减少到每亩3000元至 5000元。节目
中，根据所使用材料和用途的差别，高建明带领
大家实地操作，用5种方法搭建了牢固的防虫
网并教会大家使用。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
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进行收看。

近日，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
期工程项目工地，工人在为登机廊
桥安装廊顶。

据了解，二期工程项目主要包
含飞行区、航站区、功能区、综合交
通枢纽4个工程。目前，该项目的
供电、供水等基础工程基本完工；飞
行区工程已于10月1日开始进入
竣工验收准备阶段，围界、助航灯
光、单体工程等进入收尾阶段；航站
楼土建、金属屋面及玻璃幕墙等专
业工程基本完成；室内设备、机电、
排水、暖通等专业工程完成90%，
登机廊桥固定端全部完成、活动端
完成35%。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