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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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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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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
列3组选3”中0注；“排列5直选”中58注，
单注奖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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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2694.80低：2690.99
高：2746.08收：2730.85
成交额：1401亿元
涨跌幅：+1.14%

深
成
指

+114.90

涨跌：
+30.90

开：8111.24低：8097.23
高：8313.62 收：8248.12
成交额：1797亿元
涨跌幅：+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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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钱进

18110期大乐透

1906 21 27 28 03 11
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6注，单注奖

金 7219659 元；二等奖中 136 注，单注奖金
5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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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亿元。

海口 多云
26℃-32℃ 微风

三亚 阵雨转多云
26℃-32℃ 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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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沈丽焕 通讯员 汪楚雯

本报讯 中秋假期即将到来，很多人异地
探亲首选的出行交通方式是乘坐高铁。据
海口高铁东站民警介绍，雷管、烟花之类的
易燃易爆品及水果刀、菜刀等利器钝器，旅
客都知道不能带上车，但发胶、喷雾、杀虫剂
等超过 120 毫升也不能带上车。尤其是近
期携带白酒探亲访友的旅客增多，仅9月19
日当天海口高铁东站安检口就查获散装酒
6件约5升。

铁警在此提醒旅客，根据新修订的铁路安
检新规，散装白酒不可以带上车，封闭好的瓶

装白酒是可以的，但是也有数量限制，旅客进
站携带50度以上的白酒时，最多只能携带2
瓶。携带50度以下的白酒时，最多只能携带
一箱6瓶。

此外，节日期间客流增大，旅客尽量提前
出门，切勿踩点坐车，以免漏乘。由于进站口
需要实名验票，所以请旅客将车票、身份证与
钱包等贵重物品分开以便查验。“车站实名制
购票、进站乘车需要有效证件，有效证件包括
身份证、驾驶证、户口本、社保卡等。”铁警提
醒，如旅客忘记携带有效证件可前往车站售
票厅公安制证窗口办理临时乘车证明，仅供当
日使用。

□记者金浩田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气象台
获悉，今日白天：北部，多云，最低
气 温 23- 25℃ ，最 高 气 温 31-
33℃。中部，多云，局地有小阵
雨，最低气温 22-24℃，最高气温
31-33℃。东部，多云，局地有小阵
雨，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
31-33℃。 西部，多云，局地有小阵
雨，最低气温2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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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多云，最
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2-34℃。中
部，多云，局地有小阵雨，最低气温 22-
24℃，最高气温31-33℃。东部，多云，局
地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
32-34℃。西部，多云，最低气温23-25℃，
最高气温32-34℃。南部，多云，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31-33℃。

21日夜间到22日白天：北部，多云有小阵
雨，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0-32℃。
中部，多云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2-24℃，最高
气温31-33℃。东部，多云有小阵雨，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31-33℃。 西部，多云有小
阵雨，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2-34℃。
南部，多云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
温31-33℃。

我省9家景区门票价格

10月起下调
最高降幅30%

□记者 沈丽焕 通讯员 吴博 余俊

本报讯 随着八月十五的临近，不少市民
喜欢燃放孔明灯祈福许愿。陵水铁警提醒广
大市民，不要在铁路沿线燃放孔明灯等低空
漂浮物，违反规定的个人将被处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罚款。

近年来，在海南环岛高铁沿线，因为燃放
孔明灯等低空漂浮物搭挂在铁路高压接触网
上，导致接触网故障致使动车组列车紧急停
车，大面积晚点的事件已经多次发生，严重危
及了高铁运行安全。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中第五十三条

规定，禁止在铁路电力线路两侧各500米
的范围内升放风筝、气球等低空漂浮物
体。如违反上述规定，由公安机关责令
改正，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
的罚款。

为了消除节日期间可能因为
燃放孔明灯而带来的影响铁路运
输、高铁晚点等不良安全隐患，避
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陵水铁
警提醒市民，不要在铁路沿线燃
放孔明灯等低空漂浮物，大家一
起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

门票基准价由108元/人·次下调至75
元/人·次，降低33元；

●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

门票基准价由121元/人·次下调至108
元/人·次，降低13元；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门票价格旺季最高限价由160元/人·次
下调至144元/人·次；

淡季最高限价由152元/人·次下调至
136元/人·次，降低16元；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门票基准价由100元/人·次下调至90
元/人·次，降低10元；

●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门票基准价由100元/人·次下调至80

元/人·次，降低20元；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
门票基准价由100元/人·次下调至90

元/人·次，降低10元；

●天涯海角游览区
门票基准价由80元/人·次下调至68

元/人·次，降低12元；

●三亚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
门票价格旺季最高限价由140元/人·次

下调至98元/人·次；
淡季最高限价由137元/人·次下调至

95元/人·次，降低42元。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门票价格旺季最高限价由165元/人·次

下调至132元/人·次；
淡季最高限价由160元/人·次下调至

127元/人·次，降低33元；

实行基准价的景区门票价格，10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旺季期间可上下浮动20%，
5月1日至9月30日淡季期间可向下浮动20%；实行最高限价管理的景区门票价格，可
向下浮动20%，具体销售价格由经营者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自主确定。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省物价局

近日印发《关于降低部分重点景区门

票价格的通知》（琼价费管〔2018〕548

号），出台旅游惠民新举措。决定自10

月 1 日起，降低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

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等全部6家5A级

景区和天涯海角游览区等3家重点4A

级景区共 9 家景区门票价格，降幅最

高为30%。预计每年可为游客减少近

3亿元的门票支出，将有力推动我省全

域旅游、大众旅游，促进我省旅游景区

转型升级发展。 记者钟起的

▲

通知指出，此次降价的景区中，三亚
大小洞天旅游区、三亚西岛海洋文化旅游
区降幅为30%，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槟
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降幅为20%，天涯海
角游览区降幅为15%，三亚南山文化旅游
区、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呀诺达雨林文
化旅游区、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降
幅为10%。

通知要求，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规定
的项目价格，落实明码标价等价格管理规
定，在售票处醒目位置公示具体项目价格
及价格举报电话，自觉接受价格主管部门
监督检查。

旅游景区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
规定，对未成年人、学生、老年人、残疾人、
军人等特定对象实行门票费用减免，并设
立明显的标志。旅游景区实行无差别团
体票，团体票价优惠幅度不得高于散客票
价的20%。通知还强调，各市县价格主管
部门要加强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督促和指
导旅游经营企业合法经营、规范经营，依
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和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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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高铁能带酒吗？
海口铁警：50度以上白酒限带2瓶，散装酒不能带

铁路沿线禁止燃放孔明灯

违者个人最高罚两千

琼岛今日
多云为主
局地小阵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