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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B06版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7个）：保亭

县广播电视台、保亭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原保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保亭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呀诺达雨林文
化旅游区、保亭县直属机关工委、保亭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保城镇城
南社区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8个）：琼中
县档案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
限公司琼中分公司、琼中县营根镇营
南社区、琼中县人民检察院、琼中县公
安局、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琼
中分公司、和平镇和平社区、琼中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白沙黎族自治县（5个）：白沙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原白沙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白沙县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白沙分公司、白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白沙县委办公室

洋浦经济开发区（2个）：洋浦经济
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洋浦中学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1个）：海南
农垦东昌农场有限公司40队

省直机关（29个）：省纪委、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
委宣传部、省委直属机关工委、海口海
事局、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洋浦港海
关（原洋浦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八所
海事局、省食品检验检测中心、国家统
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海口港海关、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无线电监督
管理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南海
研究站、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
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总编室、海南省信访局来访接待处、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海南省三
亚高级技工学校、省地质调查院、省气
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原省防雷中
心）、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省船舶引航
站、省干部疗养院、海南政法职业学
院、海南省财科技服务中心（原海南省
财政信息中心）

省国资委（2个）：海南英大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
公司

商务系统（2个）：海南医药行业协
会、海南迪希商业城有限公司

交通系统（4个）：省交通规费征稽
局海口分局、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本部）、海南银亚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卫健系统（4个）：省血液中心、省
中医院、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原省妇
幼保健院）、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省工商联（省总商会）（1个）：海南
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旅文系统（5个）：甘什岭槟榔谷原
生态黎苗文化旅游区、三亚市天涯海
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海南省旅游学
校、三亚湘投银泰度假酒店、海南万众
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

省委“两新”组织工委（1个）：省注
册会计师协会

海航集团（2个）：海南航空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税务系统（5个）：国家税务总局三
沙市税务局（原三沙市国家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儋州市税务局（原儋州
市地方税务局+儋州市国家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乐东县税务局（原乐东
县地方税务局+乐东县国家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原洋浦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局+洋浦
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国家税务总
局保亭县税务局（原保亭县地方税务
局+保亭县国家税务局）

气象系统（11个）：海口市气象局、
琼海市气象局、文昌市气象局、万宁市
气象局、乐东县气象局、澄迈县气象
局、定安县气象局、昌江县气象局、白
沙县气象局、琼中县气象局、保亭县气
象局

通讯邮政系统（1个）：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本部）

金融系统（3个）：海南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
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电网系统（10个）：海南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海口供电局、海南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三沙供电局、海南电网公司
琼海供电局、海南电网公司五指山供
电局、海南电网公司陵水供电局、海南
电网公司屯昌供电局、海南电网公司
昌江供电局、海南电网公司乐东供电
局、海南电网公司澄迈供电局、海南电
力技术科学研究院（原海南电力技术
研究院）

南航部队（6个）：92155部队53分
队（原92155部队 23分队）、中国人民
解放军 92913 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
92497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91188部
队、中国人民解放军92261 部队 28分
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 92261 部队 55
分队）、中国人民解放军91911部队14
分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 91911 部队
05分队）

海军榆林保障基地（5个）：解放军
91982 部队 86 分队、解放军 91244 部
队（原解放军91892部队 68分队）、解
放军91128部队（划转陆战七旅、名称
不变）、解放军 92143 部队（划转南海
舰队直管，名称不变）、解放军 91103
部队36分队（划转三亚综合保障基地，
名称不变）

武警海南省总队（7个）：武警海南
省总队三亚支队（原武警海南省总队
三亚市支队）、武警海南省总队机动支
队（原武警海南省总队第一支队）、武
警海南省总队儋州支队（原武警海南
省总队第二支队）、武警海南省总队训
练基地、武警海南省总队医院、武警海
南省总队儋州支队执勤三大队琼中中
队（原武警海南省总队第二支队琼中
县中队）、武警海南省总队海口支队执
勤三大队执勤十八中队（原武警海南
省总队海口支队三大队十四中队）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1个）：
秀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5

个）：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东
方支队（原东方市公安边防支队）、公
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海口支队
长堤所（原海口市公安边防支队长堤
边防派出所）、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
（筹备组）文昌支队（原文昌边防支
队）、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琼
海支队潭门所（原琼海边防支队潭门
所）、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昌
江支队昌化所（原昌江边防支队昌化
边防派出所）

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9个）：海口
市消防救援支队龙华区大队（原海口
市公安消防支队龙华区大队）、海南省
消防救援总队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
（原海南省消防总队培训基地）、海口
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原海口支
队特勤大队）、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天
涯区大队（原三亚支队河西大队）、文
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文城大队（原文昌
支队文城大队）、琼海市消防救援支队
博鳌大队（原琼海消防支队博鳌大
队）、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原省公安
消防总队海口支队）、三亚市消防救援
支队（原省公安消防总队三亚支队）、
五指山市消防救援大队（原五指山市
公安消防大队）

（三）拟继续保留的海南省文明家
庭（共192个）

海口市（12个）：甘性莉家庭、李萍
家庭、曾小丽家庭、李丹家庭、卢黄雅
静家庭、郑丽琴家庭、吴丽姿家庭、陈
艳萍家庭、梁定妹家庭、吴爱琼家庭、
邢小曼家庭、薛小兰家庭

三亚市（10个）：董文川家庭、莫丽
娟家庭、吴雪莲家庭、杨小锋家庭、周
美君家庭、彭军娥家庭、苏连妹家庭、
吴丽家庭、张先云家庭、钟镜光家庭

三沙市（4个）：蒋宏清家庭、杨成
武家庭、秦雅茹家庭、唐望益家庭

儋州市（9个）：韦欢娥家庭、林雪
丹家庭、吴媛家庭、周先涛家庭、林洪
川家庭、李树仁家庭、洪继旺家庭、刘
蓓家庭、赵广羊家庭

琼海市（7个）：何彩仙家庭、胡婷
婷家庭、李选健家庭、陈瑞福家庭、程
金若家庭、黄奋家庭、钟大臣家庭

文昌市（8个）：黄玉香家庭、吴敬
家庭、梁亚宽家庭、黄丽君家庭、符致
明家庭、黄大雄家庭、韩文英家庭、陈
庆龙家庭

万宁市（6个）：李兰燕家庭、王有
良家庭、王江燕家庭、钟少玲家庭、王
秀燕家庭、周爱兰家庭

东方市（8个）：李娟家庭、陈任能
家庭、吴清忠家庭、唐瑭家庭、李晓红
家庭、王齐园家庭、吉桂玲家庭、周仁
燕家庭

五指山市（4个）：洪丽珍家庭、黄
玉珠家庭、陈美珍家庭、王振妃家庭

乐东黎族自治县（8个）：邢谷锡家
庭、邢源霞家庭、关志强家庭、张玉珍
家庭、陈永琼家庭、张静家庭、盛家学
家庭、邢慈爱家庭

澄迈县（8个）：王太积家庭、王海
菊家庭、王慧文家庭、沈爽家庭、姜翔
家庭、匡艳琼家庭、林鸿雄家庭、杨勇

家庭
临高县（6个）：张学斌家庭、陈智

家庭、符冠众家庭、林小凤家庭、谢健
新家庭、徐燕梅家庭

定安县（7个）：孙衍吾家庭、徐春
香家庭、吴莉秋家庭、苏秀波家庭、王
学广家庭、袁贞家庭、张昌坤家庭

屯昌县（6个）：王波家庭、陈君家
庭、何世进家庭、许英花家庭、覃雯家
庭、张孟蛟家庭

陵水黎族自治县（6个）：唐爱梅家
庭、傅家杰家庭、黄丽萍家庭、吴文潇
家庭、郑菊荣家庭、左家杰家庭

昌江黎族自治县（6个）：符世海家
庭、钟香伟家庭、韦玉玲家庭、黄玉英
家庭、王存胜家庭、源晓慧家庭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4个）：高妹
香家庭、胡春芳家庭、黄桂琼家庭、梅
进卫家庭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4个）：刘爱
兰家庭、王金儒家庭、王玉菊家庭、王
圣金家庭

白沙黎族自治县（3个）：王琼妹家
庭、黄翠玲家庭、阳桂芳家庭

洋浦经济开发区（3个）：宋楠楠家
庭、何琳家庭、刘伟家庭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4个）：岱娥
贵家庭、宋孟达家庭、刘元泰家庭、蒙
跃培家庭

省国资委（1个）：陆升家庭
省妇联（17个）：王艳家庭、田国斌

家庭、潘冠冠家庭、黄德乐家庭、黄彩
耘家庭、陈辉家庭、张发长家庭、胡家
叶家庭、李莉家庭、施美容家庭、吕阳
霞家庭、王冬梅家庭、王惠琳家庭、龚
安东家庭、张茜家庭、杨帅林家庭、陈
仲家庭

旅游系统（1个）：牛肖家庭
卫生系统（1个）：潘琴家庭
地税系统（1个）：羊春园家庭
国税系统（1个）：范明禄家庭
工商系统（1个）：李俊峰家庭
海航集团（3个）：武海刚家庭、王

蕊家庭、李松阳家庭
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驻琼军警

部队（33 个）：胡洪斌家庭、吴鹏飞家
庭、罗健家庭、高雪根家庭、程燕芸家
庭、陈日雄家庭、曾盛家庭、李莉家庭、
赵家彪家庭、刘洪志家庭、邱尧家庭、
姬喆家庭、李碟家庭、蔡波家庭、周艳
家庭、杨金武家庭、何琼武家庭、罗冲
家庭、林智家庭、黄新安家庭、李树林
家庭、孙博家庭、邹德玉家庭、李宁家
庭、简俊敏家庭、廖雪兰家庭、张辉家
庭、吴晓斌家庭、李明光家庭、纪鸿家
庭、赵云林家庭、王文朋家庭、罗益珊
家庭

（四）拟继续保留的海南省文明校
园（86个）

海口市（12个）：海口旅游职业学
校、海南华侨中学、海口中学、海口实
验中学、海口市第二中学、海口市第四
中学、海口市第九中学、海口市滨海第
九小学、海口琼山第五小学、海口市第
十一小学、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海口
灵山镇中心小学

三亚市（5个）：三亚市第一小学、

三亚市第二小学、三亚市第九小学、三
亚市实验小学、三亚天涯区金鸡岭小
学

儋州市（10个）：儋州市思源实验
学校、儋州市八一中学、儋州市第一中
学、儋州市第二中学、儋州市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那大第一小学、那大第八小
学、那大第五小学、儋州市白马井镇中
心学校、儋州市新州镇中心学校

琼海市（7个）：嘉积中学、嘉积中
学海桂学校、大路中学、嘉积第二中
学、琼海市第一小学、琼海市实验小
学、琼海市中原镇中心学校

文昌市（4个）：文昌中学、文昌市
联东中学、文昌市文城中心小学、潭牛
中心小学

万宁市（5个）：万宁中学、北京师
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万宁市东兴学
校、万宁市南林中心学校、万宁市万城
镇第一中心学校

东方市（3个）：东方市八所中学、
东方中学、东方市琼西中学

五指山市（2个）：畅好中心学校、
南圣中心学校

乐东黎族自治县（5个）：乐东思源
实验高级中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
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乐罗中学、佛罗
镇中心学校、千家镇中心学校

澄迈县（3个）：澄迈县福山中学、
澄迈县实验小学、澄迈县瑞溪中心学
校

临高县（4个）：临高县第二中学、
临高县和舍中心学校、临高县新盈中
心学校、临高第二思源实验学校

定安县（3个）：定安县实验中学、
定安县第一小学、定安县仙沟思源实
验学校

屯昌县（4个）：屯昌中学、屯城镇
屯昌小学、屯昌县西昌中心小学、屯城
镇向阳中心小学

陵水黎族自治县（4 个）：陵水中
学、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中心小学、陵
水黎族自治县中山小学、中央民族大
学附属中学海南陵水分校

昌江黎族自治县（3 个）：昌江中
学、昌江黎族自治县民族中学、昌江黎
族自治县第一小学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2个）：保亭
中学、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星慈航
小学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3个）：琼中
思源实验学校、琼中民族思源实验学
校、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伟学校

白沙黎族自治县（2个）：白沙黎族
自治县邦溪初级中学、白沙黎族自治
县七坊镇中心学校

洋浦经济开发区（1个）：洋浦第一
小学

省教育厅（4个）：海南师范大学、
海口经济学院、海南省商业学校、海南
省民族技工学校

六、拟撤销荣誉称号的海南省文
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
园名单

（一）拟撤销荣誉称号的海南省文
明村镇（7个）

儋州市（1个）：雅星镇南坊村

琼海市（1个）：嘉积镇里邦村
文昌市（1个）：文城镇马元村
澄迈县（2个）：金江镇大拉村、永

发镇龙楼村
陵水黎族自治县（1个）：英州镇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1个）：红毛

镇
（二）拟撤销荣誉称号的海南省文

明单位（27个）
海口市（2个）：海口市法制局、海

口市政务管理局（原海口市政府服务
中心+海南省工商局 12345 消费者投
诉举报指挥中心）

三亚市（1个）：中国联通三亚分公
司

琼海市（1个）：嘉积镇天来泉温泉
度假中心（二期）社区

文昌市（1个）：文昌市公安局
万宁市（2个）：万宁市林业局、万

宁市人民检察院
东方市（1个）：东方市自来水公司
乐东黎族自治县（1个）：乐东县政

府政务服务中心
屯昌县（1个）：屯昌县屯城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
昌江黎族自治县（4个）：昌江县人

民检察院、昌江县公安局、昌江县海尾
镇新港社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
有限公司昌江分公司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1个）：琼中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洋浦经济开发区（1个）：海南华信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省直机关（1个）：省邮政电子商务
局

商务系统（1个）：海口金贸文华市
场

交通系统（1个）：省交通工程质量
监督管理局

税务系统（1个）：屯昌县地税局社
保规费征管局

通讯邮政系统（1个）：中国联通海
口分公司

南航部队（2个）：解放军92755部
队68分队、解放军92492部队80分队

海军榆林保障基地（1个）：解放军
91061部队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2个）：
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一支队、海南海
警总队海警第三支队

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1
个）：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海
口支队（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口边防
支队）

（三）拟撤销荣誉称号的海南省文
明家庭（8个）

海口市（3个）：王梦娜家庭、邢福
莉家庭、吴乾信家庭

琼海市（1个）：陈丁胜家庭
万宁市（2个）：李文家庭、翁振宁

家庭
白沙黎族自治县（1个）：陈顺家庭
省妇联（1个）：李尧家庭
（四）拟撤销荣誉称号的海南省文

明校园（1个）
海口市（1个）：海口市第一职业中

学

海南省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及新一届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推荐候选名单和复查拟确认继续保留和撤销

荣誉称号的全国（全省）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名单公示

广告·热线：66810888

国家开放大学（海南）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一所百姓身边的新型大学
学知识 强素质 拿文凭 交朋友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是海南省人民政府举办、海南省教育厅直

属的本科成人高等学校。免试入学，工作学习两不误，是成人本、

专科学历教育优选；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

册，国家承认学历，本科可授予学士学位。

开设专业类别：文史、财经、理工、旅游
◆校本部咨询电话：66211011、66115373

◆地方学院咨询电话：文昌学院（含定安）63299166，琼海学

院（含万宁）62819613，三亚学院88214928，东方学院（含昌江、乐

东）25583266，儋州学院（含临高、洋浦、澄迈）23860296、

23885117，五指山学院（含陵水、保亭）86623720，精英职业学校

31329729，屯昌学习中心（含白沙、琼中）66211011

◆校本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广播电视大

学远教大楼14楼1404招生处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15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2874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黄朝啟与被执行人李涵韬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琼0105民初3418号民事判决书、(2020)
琼01民终120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诉讼过程中本
院于2019年7月5日通过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口市住建局
保全轮候查封了被执行人李涵韬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0
号芒果社(一期)3号楼16层1607房(L00293889)，2019年7月10日
变至首封。由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
上述房产进行处置。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二○年九月三日

联系电话: 0898-68651334

公告
因三亚中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伟公司）欠莫端

借款不还，莫端以中伟公司、梁余春及林丹霞、梁龙云、梁龙山、梁

雅妍为被申请人，向海南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于2020年4月

21日通过海南仲裁委员会向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

全。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于2020年 4月 28日作出（2020）琼

0271财保67号裁定，查封了中伟公司名下位于三亚市天涯区解

放四路三亚怡康雅园酒店式公寓的91套房产（房号：502、504、

507、508、511、604、608、610、703、704、708、710、711、801、

802、803、804、805、806、808、809、810、811、902、903、905、

906、908、909、910、1003、1004、1005、1006、1008、1010、1011、

1103、1104、1105、1106、1108、1110、1111、1202、1204、1206、

1207、1208、1210、1301、1302、1303、1304、1305、1306、1308、

1309、1310、1311、1401、1402、1403、1404、1405、1406、1407、

1408、1409、1410、1411、1501、1502、1504、1505、1506、1507、

1508、1509、1510、1601、1602、1603、1604、1605、1606、1607、

1608、1609、1610、1611房），并于2020年7月31日作出（2020）

琼0271财保67号之二裁定，查封中伟公司名下位于三亚市天涯

区解放四路三亚怡康雅园酒店式公寓1-4层商铺。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非法变卖已被人民

法院查封的财产，将根据情节承担罚款、拘留等责任直至刑事责

任。请潜在购买人注意交易风险，以免购买被法院查封的房产后

发生纠纷，造成自身的财产损失。特此公告

莫端

2020年9月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云海花都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云海花都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新市区东营东湖村委会，属《海口市
江东组团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1302地块范围。于2012年9月批建5
栋地上2-11层，地下1层商住楼。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地下室轮廓线，
地下面积调整为6444.91m2，总停车位调整为221个，不涉及地上建筑
面积、计容面积及各项规划指标的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
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9月8
日至9月2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
（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5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8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江东御城一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江东御城一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瑞大桥东侧。项目于2015年7月
14日通过规划许可，批建内容为11栋地上1-15层、地下1层住宅及配
套商业。现建设单位申请对地下室配建的3577.56m2戊类库房更正为
商业戊类库房。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
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9月8日至9月21日）。2、公示
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
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
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
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8日

关于《琼海市大路农产品深加工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琼海市大路农产品深加工园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编制完成，

规划范围东至海榆东线，南至085乡道，西至G98环岛高速公路，
规划总用地面积155.28公顷（约2329亩）。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确保规划编制更加科学合理，现按程序进行
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日（9月8日至10月7日）。2、公示地点：
琼海市政府门户网（http://qionghai.hainan.gov.cn/）、海南日报
和大路镇政府。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
315474718@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大路镇人民政
府；地址：琼海市大路镇向阳街128号；邮编：571425；（3）意见或
建议应在公示期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
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镇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
方式。4、联系人：汤可育；咨询电话：0898-62730970。

琼海市大路镇人民政府 2020年9月8日

关于G540毛九线抱由至九所段
改建工程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540毛九线抱由至九所段改建工程施工的需要，为确保顺

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需要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方

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20年9月13日至2022年9月12日

二、管制路段
G540 毛九线 K47+118 至 K91+294 (抱由至九所段),约 44

公里。

三、管制方式
管制期间，交替封闭管制路段左幅或右幅车道施工，未封闭的另

一幅车道双向通行。

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

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0年9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