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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交警曝光2017年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车辆榜单，其中一辆 次违法登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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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
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
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
箱：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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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3061.83低：3054.27
高：3098.08收：3095.47
成交额：1851亿元
涨跌幅：+1.78%

深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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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10178.96低：10115.66
高：10295.73收：10295.73
成交额：2209亿元
涨跌幅：+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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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钱进 详见13版

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2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3 组选
3”中0注；“排列5直选”中0注。

全国中奖情况：“排列 3 直选”
中 2021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
列 3 组选 3”中 0 注；“排列 5 直选”
中13注，单注奖金10万元。

涨跌：
+54.03

涨跌：
+1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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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曝光2017年不礼
让斑马线违法行为车辆榜单，其中一辆车牌号为琼A66T29
的车因一年内5次不礼让斑马线名列榜单榜首。

海口交警表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遇行
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罚款100元、记3分。

随着海口礼让斑马线行动的开展，很多机动车能够积极
行动，礼让行人。但很多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仍存在困惑，
在斑马线前犹豫不决。到底哪些行为属于不礼让斑马线？
交警对此进行了答疑。 记者张野

□记者 刘兵

本报讯 今年海口大学毕业生预计达到
4.3万人。近日，人力资源机构智联招聘发布
《2018年大学生求职指南》，调查显示，海口
2018届毕业生对就业形势呈现多元趋向。

实习经历是应届毕业生求职
成功的重要法宝

根据2018年海口应届毕业生的“成功获
得录用通知的主要因素”的调研结果显示，
41.95%的应届毕业生认为“有相关的实习经
历”是获得offer(录取通知)的主要因素。其
次是“求职目标明确”和“社会实践经验丰
富”，占比分别为35.26%和33.55%。总体来
看，有相关实习经历依然是应届毕业生求职
成功的最重要法宝。

国企最受欢迎，但实际签约
率民营企业占据半壁江山

根据对2018年应届毕业生的期望签约
单位和实际签约单位的调研数据显示，应届
毕业生期望签约单位排名第一的依然是国
有企业，占比为29.56%。

而从实际签约情况来看，对应届毕业生
吸纳能力最强的依然是民营企业，实际签约

比例高达60.22%，但相比2017年依然有小
幅下降。

期望薪水同比上升，但现实
依旧无奈

整体来看，2018年应届毕业生的期望就
业月薪主要集中在 3000-4999 元，占比
53.31%，超半数毕业生期望得到这一层次的
薪资。而海口毕业生实际签约月薪主要集
中在2000-3999元，占比48.91%。和期望
值相比，实际签约月薪整体下降一档。

近四成毕业生就业岗位和在
校专业不对口

通过2018年的调研数据发现，海口应届
毕业生的专业对口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37.3%的已签约应届毕业生表示签约岗位与
在校学习专业并不对口，反映出在大学校园
中，专业对就业岗位的影响在持续减少。这
个现象一方面反映出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
和市场用人需求之间依旧存在比较明显的
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国内“移动
互联网”、“共享经济”、“粉丝经济”、“智能制
造”、“新零售”等新兴产业和商业模式的影
响，对跨领域就业、多元化人才的需求持续
上升，因此给予了大学生更多的就业机会。

□记者 吴兴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气象台获悉，今日白
天：北部，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26℃，最高
气温33-35℃；中部，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
22-24℃，最高气温34-36℃；东部，多云转雷阵
雨，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34-36℃；西部，
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33-
35℃；南部，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4-26℃，
最高气温34-36℃。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多云，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3-35℃；中部，多云，局地午
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23℃，最高气温33-
35℃；东部，多云，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
33-35℃；西部，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
温24-26℃，最高气温33-35℃；南部，多云，局地
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4-
36℃。

6月2日夜间到3日白天：北部，多云，最低气
温23-25℃，最高气温33-35℃；中部，多云，局地
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0-22℃，最高气温33-
35℃；东部，多云间阴天，最低气温24-26℃，最
高气温32-34℃；西部，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3-35℃；南部，多
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24℃，最高
气温34-36℃。

同向行走的行人也需要礼让？

礼让斑马线时同向行走的行人也要礼让，如果
同向行驶的车已停车礼让行人，其他司机一定要停
车礼让，切不可从前方超车。如因超车发生交通事
故，则该超车行驶的机动车负全部责任。

行人在斑马线上停滞不前怎么办？

“斑马线上，一位中年妇女停在路中间低头玩手
机、聊天迟迟不走，如果我开车过去，担心拿罚单，不
走又耽误时间，影响后车通行。”这是一位出租车司
机的心声，那么遇到这种事，他该怎么处理。

如果出现上述情况，车主首先减速慢行，仔细观
察行人的举动，如果行人停在那里不走，车主可以进
行提醒，提醒后，行人如果沿斑马线行走，车主应停
在原地等待，让行人先走；如果行人退回到安全位
置，车主则可以驾车通过。在后期抓拍时，针对不礼
让斑马线行为，会以拍摄视频为主，判断是否属于交
通违法。因此，不需要担心受到交警的处罚。

遇到耳背、行动缓慢老人怎么办？

市民翟先生开车送外甥上学，在路口遇到一位
“有礼貌”的大爷，站在斑马线上一动不动，鸣笛也不
走。最后，翟先生下车提醒后，老人才走过斑马线。

道路监控系统抓拍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行为，主
要依据车辆在途经斑马线遇到行人是否有减速、停
车的意识，如果有，就不算不礼让行人。如果遇到上
述情况，司机首先停车提醒，等待老人安全通过斑马
线。

行人随意穿行、翻越栏杆，车辆需要让行吗？

机动车在正常通行情况下，遇行人横穿马路，驾
驶人应减速慢行，并踩刹车提醒后方车辆减速。同
时根据情况减速或停车避让，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电动车三轮车也要礼让吗？

礼让斑马线是指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因为人
行道和非机动车道是在一个位置，电动车、自行车
过马路走非机动车道，如没有非机动车道，则从人
行横道通过，所以礼让斑马线既包括礼让行人，也包
括非机动车。

不让你不让你

就是不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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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哪些行为属于不礼让斑马线？交警给你答案

2017年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车辆TOP10

●热点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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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排名 车牌号码 违法次数

1 琼A66T29 5

2 琼A17V95 3

3 琼A18V79 3

4 琼A1JX09 3

5 琼ACF795 3

6 琼A86M39 2

7 琼A01E79 2

8 琼A05H53 2

9 琼A0SN55 2

10 琼A0W287 1

海口应届毕业生签约月薪
多为2000-3999元

《2018年大学生求职指南》发布
热情迎接
六月第一天

琼岛今日以多云转雷阵
雨为主，最高气温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