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起乘船出岛
先手机预约
现场售票窗口不再售卖当天车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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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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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0注；二等奖

中7注，单注奖金 64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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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4万元。

昨日市况
开：2794.26低：2791.84
高：2821.76收：2821.35
成交额：1253亿元
涨跌幅：+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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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8351.63低：8317.48
高：8405.98收：8401.09
成交额：1378亿元
涨跌幅：+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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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多云
24℃-31℃ 微风

三亚 雷阵雨转中雨
25℃-30℃ 微风

+29.58

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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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4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3 组选
3”中 0注；“排列 5直选”中 32注，单
注奖金10万元。

如何“预约过海”？
提前购票：过海司机旅客可通过“新海

港微信公众号”、“椰城市民云APP”选择已
发布的定点航班进行购票，秀英港、新海港现
场售票窗口将不再售卖当天车船票。同时琼
州海峡轮渡运输联网售票平台也在同步建设
中，该平台建成后，司机旅客可通过该平台购
买琼州海峡海口至海安的往返船票。

自助通关检票：已购票的司机旅客按要
求的抵港时间到达港口，在进港闸口通过系
统自动识别已购票车辆自助进港，通过电子
车船票验票配载。散客可通过人脸识别或电
子船票自助安检、检票、配载。

分区待渡：车辆检票后，须根据港内指示
牌到达指定区域待渡乘船。

●详细说说
以新海港为例——

1.关注并打开“新海港”微信公众号，点
击“购票服务”，点击“预约购票”；

2.航班查询：选择“航线”“票类”“始发
港”，点击“查询”；

3.航班选择：选择航班，点击“购票”；
4.车辆信息录入：手动或拍照输入车牌

号码，输入旅客人数，点击“下一步”；
5.旅客信息录入：输入司机身份信息，输入

随车成年旅客及儿童身份信息，点击“提交”；
6.订单支付：复核信息后，确认支付；
7.支付成功：凭订单二维码进港登船。

干货在此
●行经以下路段要注意

G98环岛高速公路K50-K53段是
长距离爬坡路段，重型货车速度跟不上，
后方车辆易追尾；

G98环岛高速公路K581-K586段
易发生因驾驶人操作不当引发追尾和翻
车事故；

海口绕城段、225国道儋州段、224国
道琼中至五指山段追尾和刮碰事故较多。

●出城进城需错峰避堵
9月30日至10月2日，海口城区出

城方向道路、海文高速、环岛高速海口至
琼海段和海口至临高段（出海口方向）将
出现交通流高峰；

10月6日至7日，海口城区进城方向
道路、海文高速、环岛高速海口至琼海段
和海口至临高段（往海口方向）将出现交
通流高峰。

2018年金秋招聘月活动

10月份启动
□记者刘兵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人社厅获悉，为帮助企
业解决金秋时节用工高峰期招工稳工问题，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将于10月
在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开展2018年金秋招聘月活
动，为各类企业和劳动者提供招聘服务。

据悉，本次活动为期一个月，以“促进供需匹
配、助力企业发展”为主题，以民营企业，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以及去产能企业下岗职工、停产停工企
业职工、分流转岗职工为主要服务对象。

本报讯 昨日上午，
海口召开琼州海峡南岸
轮渡运输实行“预约过
海”模式新闻发布会。记
者从会上获悉，海口新海
港、秀英港10月1日起正
式实行琼州海峡“预约
过海模式”，改变传统无
计划的出行方式。届时
所有出岛车辆按预约时
间进港乘船过海，新海
港、秀英港进港通道将
不受理未预约购票车辆
进港。过海车辆可通过

“新海港微信公众号”“椰
城市民云APP”选择已发
布的定点航班进行购票，
秀英港、新海港现场售票
窗口将不再售卖当天车
船票。 记者苏钟

秀英港新海港正式实行“预约过海”模式

取消海口至海安航线全
部滚动发班

据了解，为从根本上解决琼州海峡南岸过海
出行效率低、缺乏计划性的问题，海口市工信局牵
头研发的“港口预约排队系统”于2月28日上线
运营，试推行网络预约进港管理模式，缓解车辆集
中到港问题。在此基础上，海口港又进一步开发
了自动化应用功能，在3月19日新海港、秀英港
客票电子通过系统上线，实现了无纸化通关。

琼州海峡轮渡运输预约过海模式是在目前
“轮班运营、定时发班”船舶运营模式的基础上进
一步优化而来，主要是取消海口至海安航线全部
滚动发班，变更实行以“一点多班”为特点的船舶
定点发班模式，将过海旅客出行从“无计划”到

“有预期”的方式转变，将车辆过海从“无序到港”
到“有序进港”的方式转变。

进港通道不再受理未预
约购票车辆进港

预约过海模式是通过两岸港口远程远期联
网售票、验票通关、船边结算、电子报关等作业环
节提高进出港通行效率，最大程度发挥两岸调度
的作用，基于运量预期调配运力和排班，优化运
力和提高船舶周转率。

为确保新的过海模式能高效顺利运行，海口
新海港、秀英港已在9月1日试运行“预约过海”
模式，并计划从10月1日起，新海港、秀英港进
港通道将不受理未预约购票车辆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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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交警发布国庆长假出行提示

出城高峰：明日下午至10月2日
本报讯 国庆假期就要来临，全省将迎来旅游、探亲出行高峰，道

路交通拥堵和事故风险加大。昨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公布节日期间
事故多发路段、易拥堵路段及出行提示。 记者张野通讯员武艳琰

国庆节出行高峰从9月30日
下午开始至10月2日，返程高峰
在10月6日至7日。假期首末日
以及每天早晨、傍晚出行密集，也
是事故易发时期。近5年，国庆假
期夜间18-20时事故多发，死亡
人数高于全年平均水平。

国庆假期将出现以探亲、自
驾游、短中长途出行半径分布不均
的假期路网“混合交通流”出行特
征。假期集中出行，将对三亚、陵
水、保亭、琼海等地重点景区、重点
路段通行秩序和交通安全造成较
大压力。

据统计，近年国庆假期全国自
驾游占比达54%，我省是重要的
旅游目的地之一。近年国庆期间
私家车肇事导致的死亡人数占
43%，远高于其他类型车辆。自驾
车出游前，请提前对车辆进行安全
检查和保养，确保车辆转向、制动、
轮胎、灯光等关键部件安全状况良
好，并随车携带警告标志牌、千斤
顶、螺丝套筒等工具，以备急需。

□记者畅凯

本报讯 记者从东方市政府了解到，为全面提
高东方市安全生产应急处置和安全生产监管服务
水平，检验政府相关部门与东方工业园区企业联合
应对生产事故处置的能力，东方市将于今日上午10
时至11时，在东方工业园区东方德森能源有限公
司仓储区举行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演练过程中，将拉响火灾警报、模拟液化气泄
漏、出动消防车辆、120急救车辆、环境监测车辆、人
员疏散及交通管制等。

届时，请广大市民切勿恐慌，造成不便请给予
谅解。

听到火警别慌！
东方今日上午开展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