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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雷阵雨转中雨
24℃-34℃ 微风3级

三亚 雷阵雨转大雨
25℃-32℃ 微风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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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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声明
海南特区报社旗下媒体，包括

《海南特区报》、《海南特区报》数字报、
海南特区报官方微博群、海南特区报
官方微信群形成的“一报”、“一网”、

“两微”产品矩阵。
任何媒体机构及营利性组织，

凡在网站、移动客户端、手机报、官
方微博和微信等平台上使用海南特
区报社拥有版权的作品及新闻信
息，须事先取得本报社的书面授权
后方可使用和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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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2905.79低：2875.70
高：2915.30收：2882.23
成交额：1574亿元
涨跌幅：-0.74%

深
成
指

开：9467.56低：9331.45
高：9488.39 收：9352.25
成交额：2227亿元
涨跌幅：-1.18%

沪
综
指

天天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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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2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
列 3 组选 3”中 0 注；“排列 5 直选”
中56注，单注奖金10万元。

涨跌：
-21.42

涨跌：
-1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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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直属幼儿园网址
海口市港湾幼儿园： http：//www.hksgwyey.com

海口市机关幼儿园： http：//www.hkjgyey.com

海口市中心幼儿园： http：//www.zxyey.com

海口市五源河幼儿园： www.hkswyhyey.com

海口市教育幼儿园： http：//www.hek0898.com

海口市卫生幼儿园： http：//hkswsyey.0898vip.com

海口市美丽沙幼儿园： http：//jyj.haikou.gov.cn/bus/yeyxx/yey-
web！login.action

海南2018高考本科B批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出炉

文史类
497分
理工类
488分

本报讯 昨日，海南省考试局公布了2018
年海南本科B批文史类、理工类和体育类录
取最低控制分数。其中，文史类497分，理工
类488分，体育类421/74分（74 分为体育专
业分）。 记者林文星

户外游玩注意啦
周末仍有雷阵雨
□记者吴兴

本报讯 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今日白天：北
部，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
32-34℃；中部，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2-
24℃，最高气温31-33℃；东部，多云有雷阵雨，最
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32-34℃；西部，多云有
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
温30-32℃；南部，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
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1-33℃。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多云有雷阵雨，最
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2-34℃；中部，多云有
雷阵雨，最低气温22-24℃，最高气温30-32℃；东
部，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
32-34℃；西部，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4-
26℃，最高气温30-32℃；南部，多云有雷阵雨，最
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1-33℃。

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北部，多云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32-34℃；中部，多云
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24℃，最高气温31-33℃；
东部，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
31-33℃；西部，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4-
26℃，最高气温30-32℃；南部，多云有雷阵雨，最
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1-33℃。

今秋海口市属公办幼儿园招生方案

今日公布
家长可登录各幼儿园网站或微信公众号查看

本报讯 昨日，海口市教育局发布海口市直属公办幼儿园招生公告。2018年
秋季海口市直属公办幼儿园招生方案今日在各幼儿园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幼儿
园门口公布。据悉，各幼儿园将留有足够的网上报名时间，网上申请不分先后次
序，提醒大家合理安排网上报名时间

记者查询各幼儿园网站了解到，海口市机关幼儿园已公布2018年秋季招生
方案。该幼儿园今年招收115名适龄儿童。7月27日8:00- 8月3日17:00为网
上申请时间，8月9日上午10:00在龙华二横路3号海口市机关幼儿园二楼礼堂进
行现场电脑摇号。 记者林文星

儋州市两院中学 面向儋州市 501

文昌中学

文昌市华侨中学

琼海嘉积中学

万宁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

澄迈中学

乐东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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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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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

492

493

少数民族生
汉族生

洋浦中学 501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市第一中学 678

儋州市八一中学 541

学校 分数

学校 分数

海南华侨中学 本市户籍考生
（含港澳台籍和三侨生） 727
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生 727

海口市第一中学 本市户籍考生
（含港澳台籍和三侨生） 713
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生 724

海口实验中学 本市户籍考生
（含港澳台籍和三侨生） 654
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生 687

海口琼山中学 本市户籍考生
（含港澳台籍和三侨生） 671
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生 680

海口市第四中学 本市户籍考生
（含港澳台籍和三侨生） 666

注：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生分数线在第二批次公布

三亚市第一中学 少数民族班 624
本省户籍考生 678
外省户籍考生 679

2018年省一级普通高中面向本市县第一段录取分数线

已全部划定
本报讯 25日，海

南 省 中 招 办 公 布 了
2018年省一级普通高
中面向本市县第一段
录取分数线（部分）。
昨日，省中招办再次公
布了省一级普通高中
面向本市县第一段分
数线（全），补充了此前
录取分数线待定的4所
省一级普通高中：万宁
中学652分，北京师范
大学万宁附属中学700
分，澄迈中学 589 分，
洋浦中学501分。

记者林文星

三亚各区交通运输与安全生
产监管局受理地址和联系方式

吉阳区：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
政务服务中心 1 号窗口；联系电话：
0898-88713815

天涯区：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
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凤凰机场出口
南侧三亚美丽春天酒店一楼）；联系电
话：0898-88911031

崖州区：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政府政
务服务中心交安局窗口；联系电话：
0898-88704270

海棠区：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政
务服务中心交安局15号窗口；联系电
话：0898-38221632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自8月1日起，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将道
路货物运输许可等9项行政审批及管理服
务事项下放到市各区交通运输与安全生产
监管局进行办理。为了保证下放工作顺利
进行，7月30日-31日两天为系统升级切割
时间，不再受理该9项业务。

据悉，9项行政审批及管理服务事项包
括：道路货物运输许可；道路货物运输站
（场）经营许可货运代办业务备案；道路货物
运输车辆年度审验；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
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变更（变更名称、法定
代表人）审批；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变更（经
营性质、经营范围、经营地址、有效期限）审
批；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终止经营审批；机
动车维修连锁经营许可。 记者徐一凡

三亚这9项审批事项
下月起可到各区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