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为期3个多月
的寄递渠道禁毒百
日攻坚专项行动

2021年9月 1日至 12月 10日

力争查获一批毒
品，打掉一批幕后组
织指挥者，破获一批
有影响力的大案

满 70 周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
办理“老年卡”

现役军人（现役残疾
军人）、现役消防救援
人员可以凭现役军人
证、现役消防人员工
作证免费乘坐公交车

九年制义务教
育中、小学生，
办理“学生卡”

残疾人、伤
残军人办理
“关爱卡”

根据《海南经济特区无偿献血
条例》，从2020年12月23日
起，凡符合“三免”优待条件的
人员可凭手机使用自选票价
不限次数免费乘坐公交车1 2 3 4 5

全免优惠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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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欧倩）9月9日，2021海报集
团金秋车展将如期举行，届时，广汽丰
田将携汉兰达、凯美瑞、智炫等11款
在售车型，与市民朋友见面。同时车
展期间，广汽丰田将针对新款车型
——“丰田全球旗舰MPV”广汽丰田
赛那SIENNA，举办专场新车发布会，
这将是此款新车型首次在华南区域亮
相，也是本届金秋车展最大的亮点之
一。此外，汉兰达换代款也将在车展
上充分展示。

据悉，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举行十
多年来，广汽丰田几乎年年参展，并且
每年厂家对金秋车展都给予很大支

持。此次车展，广汽丰田800平方米
的双层展具将首次亮相海南，VR驾车
体验、原厂汽车配件展示、现场实物介
绍……展出现场将成为一个充分体现
广汽丰田汽车文化的微体验中心。

关于新车发布，广汽丰田海口中
升嘉翔南海店总经理王周标介绍，自
1997年诞生以来，SIENNA就以空间
宽敞、驾乘舒适，以及顶尖的安全性广
受欢迎。在中国市场，SIENNA也一
直以进口车的身份为消费者熟知，进
口SIENNA在空间、品质、性能等方面
具有出众的口碑。广汽丰田此番导入
的赛那SIENNA车型，是最新的第四
代车型，由丰田美国CALTY设计研究

中心设计，糅合了TNGA家族车型不
同以往的高级、时尚基因；基于TNGA
架构开发，搭载在全球拥有超过1800
万用户口碑积淀的丰田HEV双擎混
动系统。从内外饰设计与做工，到科
技实力，再到安全性能，赛那SIENNA
都代表了丰田最新最高的水平，是名
副其实的“丰田全球旗舰MPV”。

据悉，车展期间,广汽丰田将推出
大幅购车优惠：雷凌现金优惠1.5万
元，将享受低至首付 3000 元，利率
0.26%的金融政策；威兰达现金优惠
5000元；CHR现金优惠1万元；此外，
所有车型均有贷款补贴，最高补贴
5000 元。充分降低顾客买车的门
槛。针对教师、医护人员、公职人员等
群体会有对应的补贴，最高可额外补
贴现金2000元。

广汽丰田赛那SIENNA将亮相金秋车展
关注2021年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为进一步深化公安交
管“放管服”改革，扩大改革措施覆盖面，
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9月1日起，我省
将推行3项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分别是
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网上核发货车电
子通行码、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

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

在海口、三亚推行二手车异地交

易登记。对二手车需要在异地交易
的，实行二手车交易登记一地办理、档
案电子化网上转递，实现二手车全国
范围内跨省跨市异地交易登记，无须
两地往返，更好地促进二手车流通。

省交警提醒：目前只在已实施的
218个城市之间可以办理二手车异地
交易登记。（如北京的车在海口就可以
进行异地交易登记，在文昌暂时还不
行，而海口的车在北京、天津等已经实
施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的城市，就可

以进行异地交易登记。）

网上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

推广应用“交管12123”App核
发货车电子通行码，进一步简化申请
手续，减少纸质材料和来回往返，助力
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目前，海南实行货车禁限行区域的
海口、三亚、儋州、琼海、洋浦、东方、昌
江、澄迈、定安等地均可以实行网上核

发货车电子通行码。后续如有新增的
市县实施货车限行，也实施网上办理。

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可查

全省推广应用交通事故证据材
料网上查阅。当事人在收到交通事
故认定书或者事故证明后，可以通过
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交管12123”App查阅、复制交通事
故现场图、勘查笔录、鉴定意见等证

据材料，实现“现场查阅”扩展到“网
上查阅”，为当事人提供更多查询渠
道和便利。

省交警提醒：目前，海南省之前推
出驾驶证电子化便民措施，驾驶人通
过“警民通”或“椰城市民云”平台可使
用，待公安部决定在海南省推广时，将
按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App申
领电子驾驶证。当前，正在试点的28
个城市发放的机动车电子驾驶证在海
南省适用。

今起我省推行3项交管便利措施
全力打击整治寄递行业涉毒犯罪

我省开展寄递渠道禁毒
百日攻坚行动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蒋
升）8月31日，省禁毒办组织召开全省视频会议，对
深入推进我省寄递渠道禁毒工作进行部署，决定自
2021年9月1日至12月10日，集中时间、集中力
量、集中攻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多月的寄
递渠道禁毒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力争查获一批毒
品，打掉一批幕后组织指挥者，破获一批有影响力
的大案，全力打击整治寄递行业涉毒犯罪活动。

据了解，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各级
邮政管理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省禁毒委的部
署要求，认真履职尽责，加强寄递行业禁毒管理，
做了大量工作，但寄递渠道涉毒活动仍呈增长趋
势，特别是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已成为毒品犯
罪新形态和贩毒活动新渠道，成为迫切需要解决
的突出毒品问题。

省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寄递渠道禁
毒百日攻坚行动，是贯彻国家禁毒委和省委省政
府重大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是积极应对毒情形
势发展变化，提升寄递渠道毒品防控效能赢得禁
毒新胜利的迫切需要。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张磊 陈明镜）8月31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公交集团获悉，
为让广大市民拥有更好的用卡体验，
享受更专业的办卡服务，9月1日起，
海口公交集团将发行支持全国交通
一卡通互联互通功能的公交新 IC
卡。同时，海口对半价优惠人群、全
免优惠人群、特定线路优惠人群等乘
坐公交享受票价优惠或免费。

据介绍，可办理公交卡类型为普
通卡、优待卡（包括学生卡、老年卡、
关爱卡等），其中，办理学生卡须提供
身份证原件（无身份证者须提供户口
本和学生本人电子证件照一张）及学
生证原件（须有海口市教育局核发的
学籍号）；办理全免老年卡和半价老

年卡须提供身份证原件及《海南省老
年人优待证》原件；办理关爱卡须提
供身份证原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证》原件。办理新公交卡、换卡
或补卡均须收取10元/张制卡工本
费。市民可微信扫描新公交卡上的
在线充值二维码，按提示操作即可自
行充值；或者通过“海口公交集团”
微信公众号，点击公交服务进入公
交卡充值模块，按提示操作即可自
行充值。

同时，为方便市民更好了解其
所乘坐的公交线路票价及票价分段
点等信息，海口公交集团根据物价
部门的批准，对全市一票制和分段
收费的公交线路予以发布，方便市
民查询乘车。

此次发布的一票制公交线路有
95条，分段收费公交线路有56条（37
路与37夜线算一条）。其中1元一票
制线路有74条。

目前，海口对半价优惠人群、全
免优惠人群、特定线路优惠人群等乘
坐海口市公交线路享受票价优惠或
免费。其中，半价优惠人群为满65
周岁至未满70周岁老年人，办理“老
年卡”。全免优惠人群中，满70周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办理“老年卡”；九年
制义务教育中、小学生，办理“学生
卡”；残疾人、伤残军人办理“关爱
卡”；此外，根据《海南经济特区无偿
献血条例》，从2020年12月23日起，
凡符合“三免”优待条件的人员可凭
手机使用自选票价不限次数免费乘

坐海口公交车；现役军人（现役残疾
军人）、现役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凭现
役军人证、现役消防人员工作证免费
乘坐海口公交车。

特定线路优惠人群凭“天涯英才
卡”可免费乘坐游1、游2、游5、游6、
观光1、59大站线、J1、J2、J3、J4、68
路、45路、44路、43路、35区间、35
路、28路、21路、19路、4路。

海口公交新IC卡今日启用
5类人群免费乘车

今起柴油车进出岛
征费计量实行“双轨制”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郭
萃）自2021年9月1日起，柴油机动
车辆进、出岛征费计量实行“双轨制”，
优先遵循最优惠原则使用计量标准。
即进、出岛当日车主可选择按自然日
计征，也可按小时计征。

柴油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征收实
行双轨制，即在目前柴油机动车辆通
行附加费征收模式、征收计算标准不
变的基础上，增加柴油机动车辆进、出
岛当日按小时计征通行附加费。

此前按自然日征收标准为按220
元/吨·月的费率标准计征或按11元/
吨·日的费率标准计征。新增的按小时
征收标准为按0.5元/吨·小时的费率标
准计征，不足1小时也按1小时计征。

问：自然日怎么定义？
答：每日的00：00起至23：59为

一个自然日。
问：如何在新海港、秀英港办理征

稽费缴交业务？
答：前往新海港的货车，可在新海

港的售票大厅通过12台自助机自行办
理缴费，通过3个人工合署办公窗口办
理业务；前往秀英港的货车，可在地磅
通过人工合署办公窗口及3台自助机
办理交通征稽费缴交业务。

海口经济学院
成立时代旅航管理学院
推进校企合作转型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黄巧斌）8月31日，海口经济学院与山东依智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共同举办“腾竞依智网
络学院网络工程系”；与海南逍遥旅游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红韵文化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共
同举办“时代旅航管理学院”。

根据协议，海口经济学院新成立的网络工程
系将依托合作方的优质国际教育资源，尤其是在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人脉资源，着力培
养优秀的网络工程人才；新成立的时代旅航学院
旨在对接合作方优质教学与培训资源，积极推动
与国内外航空公司、景区、酒店、旅游公司、免税企
业的合作交流，着力培养优秀的旅游管理人才。
在成立时代旅航学院的同时，海口经济学院还将
与海南逍遥旅游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红
韵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国际交流中心”与“假
山酒店”。

至此，海口经济学院12个教学单位全部完成
校企合作转型，支撑应用型转型发展建设的“四梁
八柱”基础工程完整建成。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8月30日12时-8月31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5

5

4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2

13

10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广汽丰田赛那SIENNA。 参展商供图

⬆机械工程师杨元正
（右一）指导工人安装可伸
缩的护栏。

➡来自辽宁的工人李
世海（中）正在施工。

近日，在海口美兰空
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项
目，工人加紧安装设备。
该基地位于海口市江东新
区，是省重点项目，将于9
月 10 日完成消防验收。
据了解，该基地未来将充
分利用航权开放、航材免
税等自贸港利好政策，形
成服务于全球市场的一站
式飞机维修平台，打造全
球飞机维修枢纽。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重点项目
作业忙

扫码查海
口公交票价。

芒果园内藏赌窝
陵水警方抓获9名涉赌人员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冯谋瑞 黄恒）海
南日报记者8月31日从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
第四支队了解到，该支队近日在陵水一芒果园内
成功捣毁一个聚众赌博窝点，抓获9名涉赌人员。

当晚23时，陵水公安局光坡海岸派出所接到
群众报警称，在光坡镇与椰林镇交界处有人正在
赌博。接到举报后，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展开调
查，发现该赌博窝点位置偏僻隐蔽，且沿途有可疑
人员负责盯梢。在核实相关情况信息后，该派出
所立即展开抓捕工作，14名警员利用夜色作掩
护，迅速将负责为赌博窝点盯梢的可疑人员抓获，
随后民警悄悄抵近侦察，发现这个赌博窝点就藏
在芒果园内的一处民房内，民警立即冲入，对涉赌
人员进行抓捕控制。

该所成功捣毁了这个利用果园作掩护，用扑
克牌进行“三公”赌博的聚众赌博窝点，当场抓获
涉赌人员9名，缴获赌资1.7万余元，扣押涉案手
机、车辆等物品一批。

经询问，嫌疑人杨某、罗等9名人员对涉嫌参
与聚众赌博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9名涉
案人员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陈海冰

2021年9月1日，三亚国际免税城
迎来了7岁生日。三亚国际免税城开业
7年来，依托离岛免税政策的逐步升级，
运营能力、品牌规模、服务质量等都得到
了持续提升。为回馈顾客，三亚国际免
税城将在9月1日至3日推出一系列精
彩店庆活动。

此次活动，中免集团三亚国际免税城
将携手海口日月广场店、海口美兰机场免
税店、博鳌市内免税店以及三亚凤凰机场
免税店，共同推出以“不‘7’而遇 中免91
购物节”为主题的7周年庆典活动，包括
香化全场7折（部分品牌不参与）、时尚精
品及进口酒水享6倍积分、云戒桥无人机

表演等，将回馈见证三亚国际免税城7年
发展，以及陪伴企业一路成长的广大消费
者，再度掀起离岛免税购物热潮。

三亚国际免税城一直以来将优化品
牌结构、提升服务质量作为重点工作常
抓不懈。根据市场调研数据及顾客的购
物需求，不断引进更多知名品牌，其中不

乏品牌的“网红单品”，受到广大顾客的
一致好评，目前店内经营品牌已超650
个，仅在今年内就陆续引进了梵克雅宝、
梅森马吉拉、Thom Browne等全球知
名品牌。今年以来，包括爱马仕、芬迪、
博柏利、施华洛世奇等在内的多个品牌
店面改造升级，不断优化品牌布局及产

品结构，满足顾客多样的购物需求。
同时，三亚国际免税城经营业绩及口

碑良好，越来越多的品牌选择在三亚国际
免税城开展品牌快闪店活动，今年已有科
颜氏、CPB、SK-II、资生堂、宝格丽、祖玛
珑等多个世界知名品牌推出个性化的快
闪店活动，激发消费者购买热情。

三亚国际免税城开业7年以来，随
着离岛免税政策的不断升级，经营业绩
得到了同步提升，人员梯队建设、仓储管
理、物流配送等方面也取得长足进步。
未来，三亚国际免税城将不断完善自身
服务水平，为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助
力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三亚国际免税城迎来7周年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