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警部门还提示广大车主

自11月20日起开始对此次提速的16条道路的

限速标志牌进行更换

在12月 1日新限速正式执行前，车主如果按照提速后的

限速行车，不会按超速处理

16条道路下月起提速 12月1日前按限速数值行车不会被拍

海秀快速路限速将由80公里/小时提升至90公里/小时

海秀快速路匝道由40公里/小时提升至50公里/小时
丘海大道、秀英大道、南海大道、椰海大道、红城湖路、海府路、海秀路、海盛路、长滨路、长天路、长彤路、海甸五路、

海瑞大桥限速提升至70公里/小时

江东大道一期（海新桥-琼山大道段）、琼山大道（白驹大道为界以北段）限速提升至70公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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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夜色之下，城市灯火璀璨。街道
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毫无倦意；夜场
的影院和剧场，观众们兴致高昂……

为满足广大市民的夜间生活需
求，今年以来，海口市开通了夜间门
诊、夜间银行、夜间图书馆、24小时
政务自助办理，将便民服务延伸到朝
九晚五的8小时之外。

夜间门诊开诊
患者工作就医两不误

11月 14日19时30分，海口市
人民医院。此时已经过了正常门
诊的时间，门诊大楼里明显安静了
不少。

19时50分，患者陈先生拿着病
历本，从消化内科科室走了出来。

“白天工作忙，根本走不开。”陈先生
说，自己腹痛多日，由于白天忙工
作，一直没时间过来检查，“听说医
院开通了夜间门诊，下了班就赶紧
过来了。”

“晚上来看病的人少，能跟医
生多聊聊。”患者王女士今年体检
的结果不理想，“心里很害怕，所以
想仔细地问问医生。白天的病人
太多了，一个人跟医生聊不到几分
钟。”在诊室细问了近20分钟后，王
女士稍微放下了心理包袱，方才掩
门离去。

据悉，不只是海口市人民医院，
海口市中医医院、海口市妇幼保健
院、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海口市第
四人民医院、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
院等多家市属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均
开设了夜间专家门诊和节假日、周末
专家门诊。

“我们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以
问题为导向，实实在在为百姓办实
事。”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同时要
求，以上6家医院的专家出诊排班要
相对固定，以保证患者诊治的连续性。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开设
满足市民夜读需求

11月 22日 22时 30分，省图书

馆一楼东侧的一间屋子里灯火通
明，笔尖划过纸张，指尖略过书页，

“唰唰”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
外清晰。

这是一间向读者免费开放的
24小时自助图书馆。每个夜晚，这
里都要迎来一个特定的群体——备
考族。

“我每天下班后扒两口饭就过
来了，学到晚上12时再回家。”市民
小梁白天在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撰写
文案，晚上就来24小时图书馆“备
战”研究生考试，“去年差了7分没考
上，今年再试一次。”小梁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选择在自助图书馆复习，
是因为这里“安静、有氛围、不限时，
而且心累的时候，看到周围还有很
多‘战友’，就不觉得孤单了。”

此外，据省图书馆相关管理人
员介绍，夜读的人能持续到晚上12
时左右，而夜读的人群年龄跨度也
是很大，从小学生到老年人都有，
工作日期间大都是一些备战各种
考试的上班族，学生则主要集中在
休息日。

夜市银行开业
方便客户受称赞

11月24日21时13分，在南北
水果批发市场做生意的邱女士正和
丈夫坐在小面包车里核对当天入
账。对完了账，邱女士揣着小挎包，
和丈夫结伴走进了附近的海口联合
农商银行南北支行。

今年10月12日，海口联合农商
银行南北支行“夜市银行”正式开
业，为市民提供24小时人工服务，存
取款、挂失、转账，几乎所有的柜台
业务均能在夜间办理。

“老人来买水果一般都是付现
金，一天下来，我包里也能鼓鼓囊
囊装上一包。虽然都是零钱，但
是从外观上看太惹眼，不安全。”
邱女士坦言，过去银行只有白天
上班，而白天两人又忙得团团转，
只能攒上几天再去趟银行，“现在
有了 24小时银行，我们每天晚上
都把钱直接存进旁边的银行再回
家，安心！”

24小时政务服务区启用
全年无休不打烊

11月24日23时26分，在海口龙
华区滨海大道97号，个体户冯先生迈
进了海口市税务局置地花园24小时
自助办税服务区，径自走向一台自助
办税终端前，办理发票领取业务。

冯先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己
经营着一家夜宵店，有一桌客人需要
发票报销，“好在现在税务服务24小
时能自助办理了。”

零时3分，正筹备开瑜伽馆的叶
女士来到海口市龙华区政务大厅右
侧的政务服务24小时自助区，准备
办理营业执照。在“海南省商事登记
全业务自助一体机”前，叶女士按照
提示注册账号、名称申报、设立登记，
不到20分钟就拿到了营业执照。

据了解，这是海南省首个24小时“不
打烊”的政务服务便民自助区，除了可
办理商事业务外，市民还可以在这里办
理除婚姻登记以外的151项区级事项。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

海口将便民服务延伸到8小时之外

服务不打烊，夜生活更方便了

临高设8个美沙酮
免费维持治疗点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吉洋
洋）为推进禁毒三年大会战，临高县在
新盈、波莲、加来等地设立8个美沙酮维
持治疗点，自今年6月1日起，累计提供
免费治疗服务11725人次。截至10月
30日，全县受戒患者接受免费服药
11725人次，减免金额共计11.7万元。

据了解，全县共设立文澜江卫生
院美沙酮门诊、新盈中心卫生院美沙
酮门诊（延伸点）等8个美沙酮门诊药
物维持治疗点，各门诊（延伸点）均配
备8名工作人员，保证24小时有人在
岗在班。为此，临高县政府每年都投
入了300多万元，自聘8个医护工作
者保持24小时上班，保证戒毒者能按
时到美沙酮诊点服食美沙酮药物。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张余武 马润娇）近日，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海南一中院）一审判决一宗运输毒品
案，被告人林某强帮朋友从广东两次
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4950.32克回海
南，运输毒品数量大，其行为已构成
运输毒品罪。海南一中院依法以犯
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林某强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了解，2017年3月、4月，林某
强帮助罗某友（另案处理）从广东购
买冰毒，罗某友承诺支付其劳务报

酬。2017年4月29日，林某强和罗
某友从海口乘坐大巴到广东省湛江
市，后由林某强与卢某青（另案处理）
联系购买毒品，同年5月2日，林某
强到湛江市坡头镇卢某青出租屋附
近的篮球场处，向卢某青购买了3条
冰毒。林某强返回酒店后将3条冰
毒用塑料袋包好藏在枕头里并放在
行李箱内。次日林某强从湛江市乘
车到吴川，后乘坐大巴车返回海口
市，当车行至徐闻北港码头处时，被
告人林某强看见公安民警例行检
查，便下车逃跑。林某强携带的行
李箱被缴获，从行李箱里缴获冰毒

2950.32克。经鉴定，行李箱里缴获
2950.32克冰毒的检材中检出甲基苯
丙胺成分。

2017年7月的某天，罗某友再次
叫林某强到广东省湛江市购买毒品，
林某强与卢某青联系好后，便独自乘
坐大巴车从海口市到湛江市，在湛江
市坡头镇卢某青出租屋附近篮球场
处，向卢某青购买2条冰毒（每条重
约1000克），后将冰毒包裹好后放在
油漆桶里，通过物流运回海口。同年
7月18日，林某强到物流公司取到两
桶油漆，倒掉后取出2条冰毒交给罗
某明。

2017年底，林某强在海口市被
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强
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理规定，受他人
指使为牟取非法利益两次运输毒品
甲基苯丙胺4950.32克，毒品数量大，
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根据本
案的事实、性质、情节，考虑到林某强
运输毒品数量大，但其不是本案真实
的买家和组织者，第一次运输的毒品
甲基苯丙胺2950.32克已被公安扣押
没有流进社会等因素，决定对被告人
林某强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据
此，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儋州海警局连破2起
非法采砂案

本报那大11月26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
杨京 王国丞）11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
海警局获悉，该局近日连续查获2起非法盗采海
砂案件，现场查扣涉案船舶4艘、海砂约5000吨，
抓获涉案人员59名。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海砂作为工程建设的
原材料，市场需求量大增，价格不断上涨，一些不
法分子利用参与海洋工程项目建设为幌子，违法
盗采海砂。

11月15日8时许，儋州海警局接到报警称：
在八所港附近海域有船舶盗采海砂。接到报警
后，该局东方工作站立即指派巡逻舰艇前往查
处。8时45分许，海警巡逻舰艇到达事发海域
时，发现2艘涉嫌非法采砂船舶立即移动泊位，躲
避海警执法人员检查。经登船检查发现，2艘船
舶载有疑似盗采海砂约1000吨。

11月16日14时许，该局在管辖海域巡逻时
发现1艘采砂船疑似在某项目工程许可范围外作
业，当场盘问得知该船刚与另1艘运输船一同作
业完毕。经查该船载有疑似盗采海砂约4000吨。

目前，该两起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省一中院判决一宗运毒案

运毒近5000克 林某一审被判死缓

关注“119消防宣传月”

掀起禁毒新高潮

你中签了吗？
我省第16期小客车摇号产生
2.7万个中签编码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
者周平虎）11月26日，海南省第16期小客车保
有量调控增量指标配置结果出炉，当天共产生
2.7万个中签编码，具体包括26584个个人普通
小客车中签编码，416个单位普通小客车中签
编码。

现场配置仪式结束后，省调控办于1小时内
在调控系统公布指标配置结果，申请人凭注册手
机号码登录调控系统即可查询。未能配置成功的
小客车增量指标，将按照有关规定，自动纳入下一
次配置。

省调控办提示，增量指标有效期为12个月且
不得转让。逾期未使用的，视为放弃指标。同时，
以摇号方式取得指标逾期未使用的，自有效期届
满次日起，3年内不得申请增量指标。

非法招揽游客
登万宁无人岛游玩
2人被拘留10天，各罚款500元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近日，琼海海警局万宁
第一工作站对2名非法招揽游客登无人岛游玩的
组织者分别处于行政拘留10天，并各处罚款500
元，有力打击了非法登岛的行为。

11月18日中午，万宁市海洋与渔业监察大队
坡头中队组织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有人非法
登加井岛游玩，立即将情况上报大队，并带领执法
人员登岛进行取证。在万宁市海洋与渔业监察大
队的协调下，万宁市旅环大队派出了2名执法人
员配合海监大队执法人员将相关人员传唤回坡头
中队进行调查取证。

经查，11月18日，何某春、纪某军通过网上承
接三亚等地网络发布的招揽登岛旅游信息，收取
登岛游客每人30元-50元不等的费用，共组织游
客20人左右前往加井岛进行浮潜、游泳等游玩活
动。此举违反了此前万宁市政府发布的关于禁止
非法登无人岛的相关规定。

当日，万宁市海洋与渔业监察大队将此案
件线索移交给琼海海警局万宁第一工作站。
目前，何某春、纪某军已被押送万宁市拘留所
执行拘留。

11 月 23 日，初冬时
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黎母山镇腰子小墟，那里
山青青，雾茫茫，远处看去
一浪又一浪的山形，在云
雾里仿如大海的波浪，美
极了。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黎乡今日多妩媚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邓海宁

11 月 26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海
口将对 16 条道路进行限速调整，
调整后，海秀快速路限速将由 80
公里/小时提升至 90 公里/小时，
椰海大道、南海大道等道路限速
提升至 70 公里/小时。此次限速
调整将于 12 月 1 日零时起正式
执行。

为什么16条路同时提速？

“我们几个车友之前就通过各个
平台反映过，希望海秀快速路能提提
速，让快速路真正快速起来。”市民杨
永明住在西海岸，单位在国兴大道，
海秀快速路是他每天上班必经的路
段。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这条路
上，自己常常“一脚油门踩下去就超
速了，去年还差点被交警部门的测速
设备拍下”。

为何海秀快速路过去限速80公
里/小时？

针对杨永明等市民的疑问，海口
交警部门表示，城市快速路的时速
设限系由道路设计方综合多因素设
定。“作为交通管理部门，如果没有特
殊情况，交警一般都是按照设计时速
来执行。”

随着海秀快速路两头的跨越式发
展，海口交警部门发现，海秀快速路上
的车流量比通车初期增加不少，原定
时速已无法满足车辆的通行需求。

为进一步优化海口市道路交通
运行体系，有效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交警部门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后，决
定对包括海秀快速路在内的16条道
路进行提速。

“此次提速的16条道路都是既有
提速的刚性需求，又具备提速的硬性
条件。”海口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说。

提速后如何加强管理？

同时，海口交警部门相关负责

人表示，道路提速涉及交通流量、道
路条件、信号配时、周边环境等多个
方面，并非所有道路都具备提速条
件。“海口大部分次干道的沿线都分
布着大量居民区和公共场所，道路
开口多，提速不利于交通安全。”该
负责人同时表示，将尽快完善标识
牌、红绿灯、监控等软硬件设置，为
如期提速做好各项准备。提速后，
还要加强疏导与管理，保证交通顺
畅有序。

（本报海口11月26日讯）

车主们，下月起海口16条道路提速

海秀快速路可开到90公里/小时
交通出行

我省举行
防火练兵大比武

本报嘉积11月26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
钟坚）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为全面检验前阶段消
防救援队伍防火岗位大练兵活动成果，11月26
日，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在琼海市举行首届“火焰
蓝杯”防火岗位大练兵比武竞赛。

此次大练兵比武竞赛是消防改革后海南省消
防系统首次举办的防火队伍业务比武。竞赛科目
立足实际、讲求实用、突出实效，分理论考试、个人
必答、赛队共答、赛队抢答、器材实操五部分，共8
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和防火监
督岗位的业务骨干、技术精英。在竞赛过程中，各
参赛队员严守规程，沉着应答。比武竞赛结束后，
举行了颁奖仪式，对获得名次的团体和个人进行
了颁奖。

据悉，为适应消防执法改革新要求，提高消
防执法能力和服务水平，着力打造新时代人民
满意的消防监督队伍，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于
今年5月份开始，开展了为期半年的防火岗位
大练兵活动，通过练兵达到“三清四会”，即清
楚消防法律法规、清楚专业基础知识、清楚辖区
消防安全突出风险，会检查、会督改、会执法、
会做群众工作。

省消防救援总队要求全省消防救援队伍防
火监督员要以此次比武竞赛为动力，清醒地认识
自身承担的法定职责，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系，适应形势，响应号召，为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创造良好消防安全环境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便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