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从省公路管理局获悉，8月20日起，备受海口市民关
注的S82（龙桥-美兰）机场联络线机场互通右幅出口匝道的路面病害即
将得到修复维护，届时，途经该路段的车辆需要绕行。 记者沈丽焕

1.文昌公路分局管养路段省道S203铺
文线K80+897文教大桥施工便桥桥墩冲
毁，导致车辆无法通行，交通阻断。文昌公
路分局已设置安全标志牌。文昌市文城镇
往文教镇的车辆需绕行清澜大桥经G360
文临线、S316铜宝线至文教镇。文昌市文
教镇往文城镇的车辆需绕行S316铜宝线、
G360文临线至文城镇。预计8月22日可
恢复通行。

2.海口公路局管养路段府那线K7+400
段和K10+100段由于地势低洼或河水上涨
造成内涝积水过深阻断交通，海口公路局设
置了安全标志和绕行提示，因水位未退，还
未能恢复通行。

3.海口公路局管养路铁新线南渡江段
由于地势低洼或河水上涨造成内涝积水过
深阻断交通，海口公路局设置了安全标志和
绕行提示。预计8月19日可恢复通行。

4.海口公路局管养路段G224海榆中
线K12+700处永兴往海口方向，路基掏空
导致路面沉陷，现场实施交通管制，封闭左
幅车道。

本报讯 记者从省公路管理局获悉，受
前几日连续阴雨影响、我省多处省养公路阻
断，截至昨日19：14，目前仍有4条路未恢复
通行,其他阻断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

记者沈丽焕

海口美兰机场互通右幅出口匝道
20日起封闭施工

管制时间及路段
8月20日至9月9日，对S82机场联络线机场互通右幅（往灵

山镇方向）出口匝道进行封闭施工，长度约150m，施工路段禁止
车辆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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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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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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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4+1 180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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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4+1”中 1 注，单注奖

金130000元；“定位4”中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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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6期七乐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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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5期七星彩

69 0 1 6 3 0
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0注；二等奖

中14注，单注奖金 24730元。我省中奖情
况：一等奖中 0注；二等奖中 1注，单注奖
金24730元。下期奖池基金：1462万元。

昨日市况
开：2723.89低：2665.59
高：2730.33收：2668.97
成交额：1154亿元
涨跌幅：-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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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8573.57低：8341.10
高：8597.79收：8357.04
成交额：1500亿元
涨跌幅：-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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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跌：

涨跌：
-143.38

海口 中雨转多云
25℃-33℃ 微风

三亚 多云
26℃-32℃ 微风

-36.23

详见9版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启用
港澳台自助签注一体机

5分钟
可完成再签注

本报讯 近日，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出入境支队，于
国际航站楼出境大厅投放了2台自
助签注一体机（以下简称“签注易”），
24小时全天候为旅客提供自助签注
服务。

据了解，“签注易”是集卡式证件
信息读取、签注打印、签注信息查询、
微信缴费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自助
签注设备，操作简便，申请人只需将
电子港澳台通行证插入“签注易”核
实证件信息后，选择签注种类和次
数，微信缴费即可领取证件，整个过
程仅需5分钟。
记者沈丽焕 通讯员云蕾冯小莉

本报讯 昨日17时，记者从省气象台获
悉，预计未来7天我省无热带气旋影响，天气
总体良好。

今天白天
北部，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2-34℃。中部，多云，
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24℃，最高气温
32-34℃。东部，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5-27℃，最高气温32-34℃。西
部，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
27℃，最高气温32-34℃。南部，多云，局地
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2-
3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北部，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2-34℃。中部，多云，午
后有雷阵雨，局地有中雨，最低气温22-24℃，
最高气温33-35℃。东部，多云，午后局地有
雷阵雨，最低气温25-27℃，最高气温32-
34℃。西部，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
温24-26℃，最高气温32-34℃。南部，多云，
局地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
33-35℃。

明天夜间到20日白天
北部，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3-35℃。中部，多云，
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24℃，最高气温
32-34℃。东部，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32-34℃。西
部，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
26℃，最高气温32-34℃。南部，多云，局地
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32-
34℃。 记者金浩田

未来7天,我省无热带气旋

局地午后
有雷阵雨

本报讯 昨日上午，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
苍东坡蔬菜基地上一片繁忙的景象。龙华区
农林局、城西镇农业中心工作人员灾后到苍
东、沙坡蔬菜基地组织菜农抢种、备地等工作，
尽快恢复本地叶菜生产……

据了解，在台风“贝碧嘉”刚退去的第一时
间里，龙华区农林局局长王禄庄就带队赴遵谭
镇咸谅坡蔬菜生产基地查看受灾情况并指导
灾后恢复生产工作。行走在田间地头，咸谅村
的农户正在自家的菜地里清理和收割叶菜、重
新育苗，开始了灾后恢复工作。

据介绍，为了做好灾后恢复农业生产，龙
华区正加强灾后恢复生产各项技术指导。组
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受灾面积和统计救
灾需求，发动农民搞好田地的排水、消毒、备苗
等各项生产自救工作。记者苏钟通讯员刘伟

海口龙华区

台风过后
抢种忙

截至昨日19：14

省养公路阻断点
减至4处

省公
路管理局
温 馨 提
示 ：去 往
机 场、文
昌、灵山、
云龙等过
境车辆途
经该路段
时请按照
现场有关
交通指示
标志或交
通标线和
交通信号
的指示通
行 ，服 从
现场交警
指 挥 ，由
此带来的
交 通 不
便 ，敬 请
谅解。

提示

管制期间车辆绕行路线
管制期间每天06：00至24：00时段内，禁止中型（含）以上货车

（以下简称禁行车辆）经S82前往海口美兰机场，具体绕行路线为：
（一）G98海口绕城高速西往东（洋浦往美兰机场）方向的禁

行车辆由龙桥互通转S81海口联络线，绕行海口市区。
（二）G98东线高速南往东（琼海往美兰机场）方向的禁行车

辆直行S81海口联络线，绕行海口市区。
（三）海口市区北往东（经S81往美兰机场）方向的禁行车辆

绕行海口新大洲大道。

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19
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3组选3”中
6注，单注奖金346元；“排列5直选”中0
注。全国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
3908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3组选
3”中3778注，单注奖金346元；“排列5
直选”中105注，单注奖金10万元。

近期，部分网络购物平台打着“培训、教育”的幌子，公开售卖职业资格证书，
并称可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查询，此行为已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严重损害了职业资格证书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对此，海口市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管理中心提醒，职业资格证书相关信息，
仅可在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平台（http：//zscx.osta.org.cn/）查询，以此查询
结果为准。咨询电话：66764406

海口市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2018年8月16日

关于在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平台
查询职业资格证书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