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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神星一号
遥三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8月9日12时11分，谷神星一号遥三运载火
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将搭
载的泰景一号01/02星和东海一号卫星共3颗卫
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南京8月9日电（记者李
秉宣 韩学扬）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

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组织联合封控
和联合保障行动。

战区空军出动预警机、歼击机、加油

机、干扰机等多型多批战机，重点组织了
制空作战、空中加油、对海支援等演练。
空中作战兵力着力检验了复杂电磁环境

下的态势感知、战术选择和战法运用能
力。支援保障兵力密切协同，保证空中
作战兵力长时在空，持续遂行封控任

务。任务部队还在战区统一指挥下，进
行了海空联合搜救、弹药物资补给、装备
器材抢修、伤员救护转运等训练。

东部战区接续开展联合演训组织联合封控和联合保障行动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记者
王优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9日发
布通知称，将推动全国于2022年建
设不少于1000个城市“口袋公园”，
为群众提供更多方便可达、管理规
范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
厅关于推动“口袋公园”建设的通
知》，“口袋公园”在选址上，要优先
选择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
盖不足的区域。在设计和建设上，

要注重保护原有地形地貌和大树老
树，优先选用乡土植物；充分考虑周
边群众需求，增加活动场地，落实适
老化和适儿化等要求。

“口袋公园”是面向公众开放，
规模较小，形状多样，具有一定游憩
功能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面积一
般在400平方米至10000平方米之
间，类型包括小游园、小微绿地等。
因其小巧多样、环境友好、方便群众
使用等特点，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通知要求，各省级住房和城
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
研究制定本地区《2022 年“口袋
公园”建设实施方案》，主要包括
建设计划（含数量、位置、占地面
积以及落实建设资金等情况）、
推动工作的具体举措以及保障措
施等，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力争 2022 年内建成不少于40个

“口袋公园”，新疆、西藏等地可
结合实际确定建设计划。

2022年全国建设不少于
1000个城市“口袋公园”住建部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中国人权
研究会9日发布《美国在中东等地犯下
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研究报告。报告揭
示出美国的罪行不仅导致中东等地战火
连连，战乱频仍，深陷冲突泥潭和安全困
境，而且导致当地人民的生命权、健康
权、人格尊严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生存
权、发展权等遭受严重损害。

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发动战
争，屠杀平民，损害生命权和生存权；强
制改造，单边制裁，侵害发展权和健康
权；制造“文明冲突”，滥用监禁和酷刑，

侵犯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格尊严。报告系
统论述美国在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犯下包
括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任意拘押、滥用
酷刑、虐囚和滥施单边制裁等一系列严
重违背国际法的罪行。

报告指出，事实表明，美国在中东等
地严重侵犯当地人民的基本人权，给地
区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永久性伤害和无法
弥补的损失。美国的霸权本质和强权政
治的野蛮性、残酷性、危害性暴露无遗，
也让世界人民更加认清了“美式民主”与

“美式人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中国人权研究会发布《美国在中东等地
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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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
《海南省应急客运车辆通行证》 线上线下办理指南

《海南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海南省应急客运车辆通行证》办理联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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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

省道路运输局

海口市

三亚市

儋州市

文昌市

琼海市

临高县

定安县

东方市

澄迈县

白沙县

昌江县

万宁市

屯昌县

五指山市

陵水县

保亭县

乐东县

琼中县

重点物资车辆类型

民生物资保障车辆

宾馆酒店保障车辆

生产资料保障车辆

能源、原材料、重点工业品等
保障车辆

商超物资、物流保障行业车辆

医疗救护、防控物资保障车辆

重点项目建设保障车辆

重点项目建设、疫情防控客
运保障车辆和其他车辆

重点项目建设、用水保障车辆

垃圾处理、行政执法保障车辆

园区保障车锅

用电保障车销

邮政、快递保障车辆

属地其他保障车辆

属地其他保障车辆

属地其他保障车辆

属地其他保障车辆

属地其他保障车辆

属地其他保障车辆

属地其他保障车辆

属地其他保障车辆

属地其他保障车辆

属地其他保障车辆

属地其他保障车辆

属地其他保障车辆

属地其他保障车辆

邮政、快递、疫情防控客运保
障车辆和其他车辆

民生物资车辆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车辆

医疗和防控物资车辆

能源、原材料、重点工业品等
重要生产物资车辆

生产资料车辆

联系人

客运科，郑忠明
货运科，洪恒

冯行捷
李言语
罗惠文

符毅

林道丽

陈礼浪
吴挺福

陈津
陈二朋

符日成
符积弘

符史毅

关朝优
雷蕾

黎丁友

徐键
庄严

苏炳政

何声政
梁昌儒

黎学涛

符式师

陈薇薇
王群扬

王春宁
杨全龙

徐昌旁

符清克

冯启帆

郝海涛

高永冰

彭天明

冯启丰
林钊

潘国良

郑颖

吴清星

龚业鹏
何冠逸

孙海龙

陈运冠

何平

黄茂潮

曾纪税
陈娇艳

陈秀连

方朝宁
郑菊霞

王莉

石成伟

黄晖

程文

王贤

陈献宇

杨帆
吉超

徐文冠

吴杰

李天标

王艺森

黄大鹂

林小孟

蔡兴秀

王俊

郭海楸
邓明杰

谢晓丰
文德美

陈绵玲
郭春来

林鸿武
洪永飞

蔡莉

薛宇杨
吴如俊

李忠校

杜志涛

羊大勇

高文涛

黄钦婷
冯子峻

联系电话

66117877
13876700236
66229722

13907511077

13707506957
18689515988
18589651431

88279111

88205988

88272632

88666035
19808969353

13907650798
17608994000

18876681155

18689592697
13647544650

13976767804

13087235652
13928957962

13876636305

17263667283
15298916428

13307570388

13807605691

13518878541

13876635442

13907521185
18876769093

18689837163

18976098338

13637576192

18089885035

13617555686

18708973697

13976390371
18889590007

18907693927

15120832526

19943259319

18689808120
13687525900

13215757999

15501869281

18689640112

18976441917

13687570218
15289796723

18608908759

13976753283
15103614186

0898-63838563

15073338753

13976323082

13687591158

0898-63826858

0898-63832891

13322098433
18289699628

13398980001

13637648191

18089716536

13519823112

13876929991

13637511997

13876505627

15248976465

18689990009
13976713980

13178992588
13379953360

15289930364
18789238010

13098966321
18907619819

13976256266

15289900609
18708903181

13368960890

13208996336

13617584001

19989731602

18089736663
15607670896

办理地点

海南省海口市新港渡海路16号海南省交通厅直属单位办公楼海南省道路运输局副楼2楼

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办公区16栋南楼2044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楼大厅（三亚市月川中路2号）

三亚市市发展改革委凤凰路与月川中路2号交叉口

三亚市海润路2号208种植业与市场信息管理科

三亚市临春河路213号交通小区六楼货运科

洋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1楼服务大厅（综治大楼，洋浦检察院和洋浦第五幼儿园旁）

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19号文汇集中办公区三楼301室

琼海市兴海北路1号市政府大楼市发改委407室

琼海市嘉积镇南门二路5号市委宿舍大院旅文局办公楼一楼办公室（五）

琼海市琼文路大春坡苗圆

琼海市嘉积镇人民路65号二楼202室

琼海市金海路市政务服务中心S楼商务局519室

琼海市嘉积镇爱华东路130号二楼办公室

琼海市金海北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楼质监站办公室

琼海市嘉积镇富海路57号交通运输局办公大楼一楼

琼海市嘉积镇富海路水务局大楼

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6号一楼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康祥路32号乐城管理局

琼海市豪华路320号

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宏达大酒店四楼

琼海市嘉积镇人民政府一楼政务大厅

琼海市博鳌镇海滨街26号

琼海市长坡镇人民政府文化中心一楼

琼海市潭门镇人民武装部(潭门镇政府大门旁)

琼海市中原镇人民政府一楼政务服务大厅

琼海市大路镇人民政府一楼党政办公室

琼海市阳江镇人民政府一楼政务大厅

琼海市塔洋镇前门街1号

琼海市万泉镇人民政府文政街

琼海市石壁镇人民政府一楼政务大厅

琼海市龙江镇人民政府办公楼一楼

琼海市会山镇农业服务中心

彬村山华侨经济区场部办公大楼三楼306

临城镇跃进路150号交通局一楼大厅

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220号

定安县定城镇兴安大道2号县政府大楼207室门口

定安县定城镇环城南二环路县公安局治安大队204室

定安县岳崧路第二办公区卫健委办公室

定安县定城镇兴安大道2号县政府大楼407室

定安县定城镇岳崧路第二办公区农业农村局419室

东方市东海路17号交通管理总站一楼

澄迈县金江镇环城西路交通运输局二楼

澄迈县金江镇华成路财政大楼7楼

澄迈县金马大道四横东路农业农村局四楼

澄迈县文化北路79号

澄迈县金江镇环城西路86号卫健委三楼

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79号县工信科局五楼

澄迈县老城镇南一环路

白沙黎族自治县老疾控二楼疫情防控指挥部

昌江县石碌镇人民北路86号，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二楼绿色通道窗口

万城镇红专中路277号，交通运输管理所二楼窗口大厅

屯昌县屯城镇昌盛二路27号交通运输事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五指山市山兰路9号老法院大楼二楼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陵水县椰林镇文化路246号，县交通运输局205室

保城镇保兴西路107号交通局三楼行政办公室

乐东县抱由镇乐安路332号交通运输局3楼

乐东县抱由镇乐祥路111号乐东县商务招商局

乐东县抱由镇313省道东150米乐东县农业农村局

乐东县抱由镇乐安路187号乐东县供销合作社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海榆路160号交通运输局

办理单位

省道路运输局

海口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

三亚市商务局

三亚市发展改革委

三亚农村农业局

三亚交通局

洋浦交通运输和港航局

文昌交通局

琼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琼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琼海市农业农村局

琼海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

琼海市商务局

琼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琼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琼海市交通运输局

琼海市水务局

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博慧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试

验区管理局

琼海市供电局

东部邮政管理局

琼海市嘉积镇人民政府

琼海市博鳌镇人民政府

琼海市长坡镇人民政府

琼海市潭门镇人民政府

琼海市中原镇人民政府

琼海市大路镇人民政府

琼海市阳江镇人民政府

琼海市塔洋镇人民政府

琼海市万泉镇人民政府

琼海市石壁镇人民政府

琼海市龙江镇人民政府

琼海市会山镇人民政府

琼海市彬村山华侨经济区

临高交通局

定安交通局

定安县发改委

定安县公安局

定安县卫健委

定安县科工信局

定安县农业农村局

东方交通管理总站

澄迈县交运局

澄迈县发改委

澄迈县农业农村局

澄迈县商务局

澄迈县卫健委

澄迈县工信科局

老城开发区

白沙疫情防控指挥部

昌江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万宁交管所

交通运输事务中心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陵水交通局

保亭交通局

乐东县交通运输局

乐东县商务招商局

乐东县农业农村局

乐东县供销合作社

琼中交通局

8月8日，为做好海南运输保障工作，省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交通专班决定启用《海南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
和《海南省应急客运车辆通行证》。

《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线上申领

请关注“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公众号”，点击“信息查询”，选择“货车通行
证”，进入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页面登录后，请依据下面步骤进行操
作。

【申领】

第一步：点击“通行证申请”进入通行证申请界面。
第二步：输入办证企业信息，包括申请办证单位名称、申请办证联系

人、申请办证联系电话，点击“新增企业”，点击“下一步”跳转人车信息录入
界面。

第三步：输入人车信息，车辆信息包括车牌号码、道路运输证号、车牌
颜色、车辆识别码，点击“新增车辆”完成车辆信息录入；

驾驶员信息包括驾驶员姓名、驾驶员身份证号、驾驶员联系电话、驾驶
员资格证号，点击“新增驾驶员”完成驾驶员信息录入；

随车人员信息包括随车人员姓名、随车人员身份证号、随车人员联系
电话、随车人员资格证号，点击“新增随车人员”完成随车人员信息录入（无
随车人员此信息可不填）；

上传材料，材料包括驾驶员健康码、驾驶员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截
图、驾驶员行程码、随车人员健康码、随车人员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截图、
随车人员行程码，点击“下一步”跳转行程信息界面。

第四步：输入行程信息，包括托运单位信息，收货单位信息，货物信息。
托运单位信息包括托运单位名称、货物始发地、始发地详细地址、托运

联系人、托运联系电话，点击“新增单位”完成托运单位信息录入；
收货单位信息包括收货单位名称、货物目的地、收货地详细地址、收货

联系人、收货联系电话，点击“新增单位”完成收货单位信息录入；
货物信息，填写托运物资品名、数量、重量、运输时间，点击“下一步”跳

转选择主管部门界面。

第五步：选择主管部门，选择物资对应的审核部门，点击“提交”，等待
管理部门审核。

【进度】

查看记录，“申请”选项卡界面可查看已提交的记录及详情。详情中会
展示审核不通过的原因。

【查证】

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可以查看通行证。
入口一：通过“申请”选项卡界面可查看审核通过记录的通行证。
入口二：通过“搜索”选项卡界面可查看审核通过车辆的通行证。

（网上申请电子证无需打印，直接出示即可）

说明：
1.进出涉疫地区的重点物资（医疗和防控物资、生活必需品、政府储备

物资、邮政快递等民生物资，农业、能源、原材料、重点工业品等重要生产物
资）运输车辆，可申请《海南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接送援琼医护人
员、疫情防控、应急处置等人员进出涉疫地区的车辆，可申请《海南省应急
客运车辆通行证》。

2.对于运输起讫地两端都不在涉疫地区，不需要申领、办理和使用通行
证。对于运输起讫地有一端在涉疫地区，但承运的不是重点物资，接送人
员非援琼医护人员、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工作人员的，不得申领、办理和使
用通行证。

3.实行交通管制的涉疫地区对于持有加盖发证单位公章的《海南省重
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和《海南省应急客运车辆通行证》车辆，在司乘人
员体温检测正常且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通信行程卡（“两
码一证”）符合要求的，应予以保障通行。

4.持有《海南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运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原则
上不进入中高风险区从事运输作业，只到中转站卸货，再由涉疫地区派车
接驳转运。对确有需要进出的货运车辆，应在严格司乘人员个人防护基础
上，实行全程封闭管理、点对点运输，运输完成后对车辆进行消杀，并严格
落实司机核酸检测一天一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