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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港
今日8时恢复
微信预约购票

本报讯 记者从新海港官方微信了解
到，因新系统测试运行完毕，秀英港、新海
港于 9 月 11 日 08：00 恢复微信预约购
票。椰城市民云APP于9月14日恢复港
口预约购票功能。 记者沈丽焕

全党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据新华社电 全国教育大会10日在北京
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

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
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

9月 10日是我国第三十四个教师节，习
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他
强调，长期以来，广大教师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教书育人，呕心沥血，默默奉献，为国家
发展和民族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教师是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
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
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全

党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
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
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在教书育人
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李克强在会上讲话。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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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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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6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3
组选 3”中 0注；“排列 5直选”中 35注，单注
奖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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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2698.01低：2667.32
高：2703.43收：2669.48
成交额：1028亿元
涨跌幅：-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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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8310.46低：8155.35
高：8311.91收：8158.49
成交额：1449亿元
涨跌幅：-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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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雷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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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

18106期

1404 17 24 31 01 04

大乐透

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2注，单注奖
金 1000 万元；二等奖中 84 注，单注奖金
107492元。我省中奖情况：一等奖中0注；
二等奖中0注。下期奖池基金：64.7亿元。

雷阵雨
25℃-312℃ 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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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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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20：00-21：00，海口市国兴大道海航大厦、滨海大道万绿园路段各
地标建筑LED灯为庆祝第34个教师节亮灯，滚动播放“老师，您好！”等问候语，向老
师们致敬。

据悉，为庆祝第 34 个教师节，大力弘扬优秀尊师文化，引导社会各界感念师
恩、礼敬教师，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与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联合出台文件，号召全国
各地共同开展 2018 年度“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为教师节营造浓厚氛围。

海口市的教师节“亮灯”已于昨日 20：00 - 21：00 时段内进行。地标建筑上
滚动播放“老师，您好！”等字样，为教师节“增光添彩 ”，让教师的荣光在最高处闪
耀。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亮灯”活动旨在弘扬优秀尊师文化，引导社会
各界感念师恩、礼敬教师，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记者刘泽飞文/图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气象台了
解到，巴士海峡的热带云团已于昨日
8 时加强为热带低压，中心位于距离
文昌市偏东方向约 1180 公里的海面
上。预计，该热带低压24小时内将加
强为今年第23号台风，并于13日登陆
琼岛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地区，
受其影响，13日全省将有强风雨天气
过程。

记者金浩田
通讯员符晓虹翁小芳李凡

巴士海峡热带低压生成，13日或登陆琼粤沿海

后天，强风雨袭琼
据监测，巴士海峡的热带云团已于10

日 08 时加强为热带低压，中心位于北纬
21.6度，东经121.9度，也就是距离文昌市偏
东方向约118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6级（13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1002
百帕。

省气象台预计，该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

5-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
渐加强，24小时内将加强为今年第23号台
风，并于13日登陆海南岛东部到广东西部一
带沿海地区（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11-12
级，30-35m/s），以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13日我省将有较
强风雨天气。

巴士海峡热带低压24小时内将加强为台风

陆地方面，预计今明两天，受东到东北气
流影响，全岛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3日，受热带气旋影响，琼岛北部地区有
大到暴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4日，受偏东气流影响，海南岛大部分地
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5日，受偏北气流影响，全岛以多云天气

为主，其中中部和南部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
雨；最高气温32-35℃，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16日，受台风“山竹”外围环流影响，琼岛
将有较强风雨天气，北部和西部地区有暴雨、
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另
外，琼岛北部、西部和东部沿海陆地伴有7-9
级大风，其余陆地风力5-7级。

今明两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东线高速部分路段

海屯高速部分路段

本报讯 记者从省公路管理局获悉，
因桥梁吊装施工，路警双方计划对G98东
线高速三亚境内K220+725至K222+197
段（约150米）分四个时间段实施临时交通
管制。管制期间，车辆无需绕道。

第一阶段：9月11日-20日

封闭该管制路段左幅（三亚往海口方
向），右幅双向通行。

第二阶段：9月21日-29日

封闭该管制路段右幅（海口往三亚方
向），左幅双向通行。

第三阶段：10月10日-19日

封闭该管制路段左幅（三亚往海口方
向），右幅双向通行。

第四阶段：10月20日-31日

封闭该管制路段右幅（海口往三亚方
向），左幅双向通行。

记者沈丽焕 通讯员陈长吉陈倩

本报讯 记者从省公路管理局获悉，
因G9811海屯高速公路沿线路段现有标
线老化、脱落，需要进行修复施工，路警
双方计划于 9日 11 日-9月 29 日，对海
屯高速公路 K5+780 至 K68+500 段（约
63 公里）分两个阶段实施临时交通管
制。管制期间，管制路段实行短距离
（1000 米）滚动式交替封闭应急车道、行
车道和超车道中的一条车道，其他两条
车道正常通行的交通管制，车辆无需绕
道。

第一阶段：9月11日-21日

对G9811 海屯高速公路K5+780 至
K68+500段右幅（海口往琼中方向）进行
管制。

第二阶段：9月22日-29日

对G9811海屯高速公路K5+780至
K68+500左幅（琼中往海口方向）进行管
制。 记者沈丽焕

今起交通管制
车辆无需绕道

老师
您好

海口昨晚为教师节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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