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4月1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林俊汝
李凡）海南省气象台4月1日预报，清明假期（4月3日至
5日）海南岛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阵性降水，天气总
体较好，有利于出行及户外活动。海南岛西南部内陆和
西部局地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巡查，防范森林
火灾事故发生。

清明海南岛多云天气为主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

4月3日

乐东黎族自治县北部地区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
海南岛中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地区为3级
其余地区为2级及以下

4月4日

海南岛西南部内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
其余地区为2级及以下

4月5日

乐东中部部分地区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
海南岛西南部内陆和西部局地为3级
其余地区为2级及以下

清明假期天气预报

省气象局解除高温四级预警

4月3日

受东南气流影响，全岛多云间晴，西北部局地午后有
小阵雨或雷阵雨

最高气温西北半部地区 33～35℃，东南半部地区
30～33℃

最低气温中部山区21～23℃，其余地区23～25℃

4月4日至5日

受偏东气流影响，全岛多云，东半部地区有分散小
雨，西部局地午后有小阵雨或雷阵雨

气温略下降，最高气温西北半部地区 31～34℃，东
南半部地区28～31℃

最低气温中部山区 19～22℃，其余地区22～24℃

4月1日16时40分，省气象局解除高温四级
预警。省气象台预计，4月2日白天，我省西北半
部37℃以上的高温范围将明显减小。

陆地方面，预计4月2日白天：

北部，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36℃

中部，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3～35℃

东部，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32℃

西部，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6～38℃

南部，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34℃

本报海口4月1日讯 （记者邵
长春 郭萃 通讯员肖亚梅 符丹丹）

“菜篮子”销售点怎么找？每天的菜
价是多少？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大数
据管理局了解到，“码上办事”平台3
月31日推出了“菜篮子-小菜侠”便
民服务，帮助群众快速查询身边的

“菜篮子”销售网点，并实时了解海口
“菜篮子”每日平价菜销售价格、农残
检测、品级等信息。

据介绍，“码上办事”平台已录
入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 148 个
在营末端网点的位置信息，用户结
合自身定位信息，可便捷、快速找
到附近与“菜篮子”合作的平价超
市、社区菜店、平价摊位、直销车
等，从而进行咨询和购买。用户可
以通过“码上办事”APP或微信、支

付宝搜索“码上办事”小程序，点击
首页“海口菜篮子今日菜价”或在

“生活”版块点击“菜篮子网点”体
验该功能。

自2020年6月上线以来，海南
“码上办事”平台紧扣民生需求持续
优化升级，为群众提供个人医疗服
务、电子证照、个人信用、社会保障、
教育服务、离岛免税购物和岛内居民
日常消费品“零关税”等场景共361
项个人服务、公共服务，为1500多万
名注册用户带来便利。

“码上办事”平台运营团队负责
人说，此次“码上办事”平台与海口菜
篮子产业集团合作，旨在为群众提供
便捷、舒心的掌上服务。下一步，计
划完善“菜篮子”线上购买和社区团
购功能，为用户提供更优服务。

通过“码上办事”APP或微信、支付
宝搜索“码上办事”小程序

“码上办事”平台推出“小菜侠”便民服务

每日平价菜“码”上就能查

操作步骤

点击首页“海口菜篮子今日菜价”或
在“生活”版块点击“菜篮子网点”

进入“椰城小菜侠”小程序获取
“菜篮子”销售点、菜价等信息

本版制图/陈海冰

本报海口4月1日讯（记者邓海宁）4月1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清明交通出行提示，预计今年清明假期（4月
3日至5日），海口市殡仪馆、颜春岭公墓、富山公墓、吉荫贤公墓、浮陵水公墓周边路段将迎来局部交通高峰，4月2日下午、
3日至4日上午和5日下午将出现出城、返城高峰。计划去颜春岭公墓等地祭扫的市民请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海口发布清明交通出行提示——

市民驾车去扫墓请提前规划路线

前往路线
1.绕城高速→225国道→南二环

路→欣龙路→南一环路→玉堂路→颜
春岭公墓

2.南海大道→225国道→工业大
道→玉堂路→颜春岭公墓

3.永庆大道→盈滨海湾大桥（盈
滨路）→欣龙路（225国道）→工业大

道→玉堂路→颜春岭公墓
返回路线

1.颜春岭公墓→南二环路→225
国道→绕城高速→返回海口市区

2.颜春岭公墓→南二环路→工
业大道→225国道→南海大道→返回
海口市区

3.颜春岭公墓→南二环路→欣

龙路（工业大道）→盈滨海湾大桥
（225国道、盈滨路）→永庆大道→返
回海口市区

停车提示：颜春岭公墓园区内停
车场饱和后，请开车前往该墓园祭祀
的市民在交警指挥引导下在墓园外临
时停车场有序停车，在路侧停车时，停
放车辆应与路边成约45度角。

清明祭扫高峰期间，海口交警将为往返颜春岭公墓的车辆指定路线以进行疏导分流，具体行驶路线为：

前往路线
1.永万路→椰海大道→海榆中线

→墓园

2.长彤路→火山口大道→绕城
高速→狮子岭互通→海榆中线→墓园

返回路线

如遇海榆中线南往北方向回城车
流量大，建议驾驶人择道绕城高速返
回海口市区。

清明祭扫高峰期间，海榆中线通往浮陵水公墓、吉荫贤公墓、海口市殡仪馆路段易拥堵，
海口交警建议市民选择以下路线行驶：

服务信息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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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4月1日电 （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魏赫）3月 30日 14时
31分，由西藏航空执飞的TV9919

“三亚⇌遵义⇌拉萨”航班在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三亚机场）落
地，标志着第一条琼藏航线顺利完成
首航。该航线的开通，标志着三亚机
场航线网络覆盖岛外所有省会城市
和直辖市。

目前，该航线由西藏航空采用
空客A319高高原机型执飞，计划
每周二、周四、周六执飞。进港航班
号为TV9919，9时从拉萨出发，14
时 25 分抵达三亚；出港航班号为
TV9920，15 时 30 分从三亚起飞，

21时35分抵达拉萨。接下来，西藏
航空还将陆续开通“三亚⇌达州⇌
拉萨”航线（计划每周一、周五执飞）
及“三亚⇌万州⇌拉萨”航线（计划
每周三、周日执飞）。届时三亚至拉
萨之间的航班频率将达到每天一
班，方便琼藏两地居民之间的旅游
及商贸往来。

拉萨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因风光秀丽、历史悠久等闻名于
世，有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等
世界文化遗产及众多特色旅游景
点。新航线的开通，为琼岛与雪域高
原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将带动两地
公务往来、产业协作、旅游业发展。

首条琼藏航线完成首航
从三亚飞拉萨只需约6小时

本报海口 4月 1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坚）清明节即将来临，群
众焚香、烧纸、点蜡等各类祭祀和郊外
踏青游玩活动增加，加之春季风干物
燥，容易出现火灾隐患。3月31日，
省消防救援总队发布安全提示，提醒
公众清明祭扫、踏青游玩注意防火。

据悉，今年第一季度，全省共发生
火灾1361起，其中露天堆垛、垃圾堆
火灾206起，多数为人员野外用火不

慎引发。
省消防救援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清明假期防火应做到以下7个方面。
一是倡导通过献花、植树、网上凭吊等
无烟火的方式寄托哀思。二是祭扫点
烛、燃香、烧纸、燃放鞭炮，应远离居民
住宅、公共建筑、文物保护单位、易燃易
爆场所、山林等。应清理周围可燃物，
采取用水淋浇等方式防止灰烬复燃或
飞火引发火灾，不要在大风天进行明火

祭祀。三是在山上或其他林草茂密场
所祭扫时，严禁吸烟、违规使用明火、随
意燃放鞭炮等。四是严禁占用、堵塞安
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五是
外出旅游时，请检查关闭家中电源气
源，及时清理阳台楼道杂物。六是切忌
在大风天气和无人看守的情况下烧
荒。七是林区、墓区管理单位要严格落
实消防安全值班值守和防火巡查制度，
配齐配足消防器材。

今年一季度全省发生火灾1361起，省消防救援总队提醒——

祭扫踏青防火先行

非法采砂留下积水深坑

三亚中院法官
现场监督当事人回填

本报三亚4月1日电（记者高懿 通讯员
周萤）4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亚中院）获悉，王某云等人
为谋利偷挖砂石，造成国家矿产资源损失和周
边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按照“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3月31日，三亚
中院法官监督几名当事人回填非法采砂后留下
的积水深坑，修复生态环境。

据了解，2019 年底，违法行为人王某云
等人为加工出售砂石谋取利益，深夜在三亚
海棠区的一块空地上偷挖砂石，共盗挖价值
6.26万余元的砂石，造成国家矿产资源损失
和周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严重损害国家利
益和公共利益。王某云等人被公安机关抓获
后，被三亚中院判处有期徒刑，并被责令回填
遗留在现场的193.2立方米沙子。

3月31日上午，三亚中院执行局法官吴忠
等人抵达案发现场，监督当事人执行回填判
决。在执行现场，吴忠等人指挥装载机对非法
采砂留下的积水深坑进行回填。通过强制执
行，现场的积水深坑均被填平，生态环境初步
恢复。

近年来，三亚中院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大
力打击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类犯罪行为。同
时，始终坚持“谁破坏、谁修复”的工作思路，
严格追究赔偿责任，做好执行修复工作，有效
修复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将严惩犯罪与生
态治理有机结合，为三亚绿色发展提供有力
司法保障。

严!

本报海口4月1日讯（记者张期望）近日，
海口气温攀升，白天户外热得像蒸笼。为防止
工人中暑，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的海口金融中
心项目工地特意为工人建起了休息亭，里面不
仅安装了空调、电视、座椅，还有工作人员为工
人们准备绿豆汤、防中暑药物。小小休息亭成
了工人们的“降温室”。

海口金融中心项目总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7万多平方米，分A、B区建设，
主要建设内容为写字楼及其他配套设施。该项
目计划总投资约15亿元，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近6.7亿元，预计2022年3月完工。建成后将
集办公、商务等功能于一体，成为5A甲级金融
总部办公楼组团。

户外热得像蒸笼

海口一工地
为工人建“降温室”

3月31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口金融
中心项目工地，工人在休息亭内取饮用水。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暖!

文昌表彰
3名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本报文城4月1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黄良策）海南日报记者4月1日从文昌市
政府获悉，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鼓励群众同
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推动平安文昌建设，
文昌市政府近日根据《海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
励和保障规定》，决定授予陈日能、林国盛、黄良
山3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颁发荣誉
证书，各奖励5000元。

据悉，2019年8月至2020年4月，文昌涌
现出一批见义勇为的市民，他们在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受到威胁的紧急时刻，将个人安危置之
度外，挺身而出，弘扬了中华民族见义勇为、乐
于助人的传统美德。

2019年8月22日22时许，陈日能与林国
盛开船出海捕鱼，在下网时，发现海中有人溺
水在求救，陈日能让林国盛扔掉手中的渔网，
调转船头去救人，二人合力将溺水者从海中救
起；2020年4月18日17时，黄良山和朋友一
起到文昌清澜开发区高隆湾海边捡海螺，看到
一个约4岁的孩子在深水坑中挣扎，旁边几个
人在呼救，孩子妈妈吓得大哭，黄良山迅速跳
进水坑将孩子救起。

棒!

本报海口4月1日讯 （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文欣）4月1日，南方科
技大学相关负责人一行来到海口，与
海南华侨中学、琼海嘉积中学、文昌
中学等中学负责人座谈，介绍学校办
学情况和招生政策。据悉，该校今年
将首次在琼开展综合评价招生工作，
计划招收10名高考选考物理科目的
高中毕业生。

据悉，南方科技大学是深圳在中
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宏观背景下
创建的一所高起点、高定位的公办新
型研究型高校。2020年，该校与海
南省教育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为
第二批入驻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
创新试验区的高校。

2018年，该校获批成为博士学
位授予单位，同时获批数学、物理
学、生物学、力学等 4个博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点，数学、物理学、化
学、生物学、力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等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和
材料与化工1个专业学位类别。与
会人员普遍认为，该校海洋科学与
工程系、力学与航空航天工程系、
生物医学工程系等，能为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有针对性地培养高素
质人才。

目前，南方科技大学2021年本科
综合评价招生报名已经启动。需要提
醒的是，该校今年在海南仅采用综合
评价招生模式招生，考生须在4月30
日前登录该校招生报名系统（https：//
register.sustech.edu.cn/）注 册 报
名，并参加该校自主能力测试。

该校将在提前批录取考生，录取
时根据考生的“631”综合成绩（高考
成绩占60%，学校自主能力测试占
30%，高中平时成绩占10%）择优录
取。所有考生均按物理学类录取，入
校一年后可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和
社会需求自由选择专业。

南方科技大学
今年将首次在琼招生
考生需提前报名并参加自主能力测试

本报营根4月1日电 （记者李
梦瑶）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学近
日发布消息，面向全国公开招聘30
名高中教师，符合条件者最高可一次
性领取30万元补贴。

本次招聘的招聘对象为全日制
本科及以上应届、往届毕业生，应聘
者被录用后，承诺在华中师范大学
琼中附属中学至少工作5年者，一
次性发放大学学习期间的学习、生
活和交通补贴，其标准为本科生20
万元、研究生30万元；另外享受5
年教师考核补贴，标准为本科生

5000元/年、研究生6000元/年；学
校提供一部价值5000元的手提电
脑用于办公。

本次招聘截止时间为4月9日，
受聘者入职后可入公办教师编制，按
国家政策享受相关工资福利待遇。
学校负责提供教师周转宿舍（独居室
人才公寓），提供睡床、桌椅、空调、热
水器、洗衣机、厨具、冰箱等生活必需
品。受聘者户口迁入琼中后，可按有
关规定购买政府提供的安居型商品
房，届时还将按3万元/人的标准发
放一次性购房补贴。

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学招聘30名教师

最高发放补贴30万元

近日，在海口市龙华区南沙路和金南路交叉路口的街心公园，防蚊灭虫工作人员
正使用智能电动喷雾器对绿化带进行消杀。

最近，随着气温升高，蚊虫逐渐增多。为防止病媒生物对人群造成危害，营造干净
卫生的生产生活环境，海口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病媒生物防制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防蚊灭虫

@考生

@驴友

@市民

@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