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政府宪报网站的公告，相关国家和地
区的游客在入境泰国办理有效期为15天的落
地签证时，将不用缴纳签证费。目前，泰国落
地签费为每人2000泰铢（约合421元人民
币）。该项措施只针对在泰国机场办理落地签
证的上述国家和地区游客。

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泰国旅游

局局长育他沙之前说，实施该措施主要是为了
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今年发生的普吉沉船事故、中国游客在曼
谷机场被保安殴打等事件让泰国的旅游形象
受损，致使赴泰中国游客数量显著减少。据统
计，今年上半年，赴泰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25%，但第三季度同比下跌9%。

育他沙说，在这一措施的基础上，泰国政
府将联合民间企业推出“神奇泰国·护照特权
大促销”，为外国游客提供特殊折扣，并在即将
到来的水灯节和新年倒计时举办全泰各地特
色庆典，期望在年底前将赴泰中国游客数量提
升至1070万人次。今年前三季度，赴泰中国
游客数量超过830万人次。

新华社电
泰国政府13日
宣布，将从 11
月15日至明年
1月 13日期间
对包括中国在
内的21个国家
和地区的游客
实施免收落地
签证费措施。

海
南
特
区
报
官
微

封二20182018年年1111月月1414日日 星期三封面责编封面责编 // 周益辉周益辉 封二责编封二责编 // 陈亮陈亮 校对校对 // 邱名卿邱名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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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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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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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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开彩 详见13版

七星彩

69 8 7 3 7 1
18133期

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0注；二等奖中
30注，单注奖金10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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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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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海口
爱上海口

首批200名游客昨参观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

200名游客一行来到一层北楼规划
建设厅、玻璃房、人工湖景进行参观，中
心负责人向游客介绍了市民游客中心
的城市形象展示功能，规划建设厅展示
的海口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自然资源
等内容，使市民游客中心成为海口形象
的一个传播平台，让市民游客更直观认
识海口、了解海口、爱上海口。

市民游客中心二层的12345热线
大厅是12345海口智慧平台的运行指
挥中心，主要功能有12345指挥体系、
12345+网格管理、30 分钟响应机制
等。200名游客对投诉咨询受理机制方
便、快捷给予高度评价。

据了解，海口市民游客中心于10月
8日正式试运行。作为一项民生工程，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具备城市形象展示
中心、便民利民服务中心、城市综合管
理中心三大功能。

本报讯 昨日上午，首批 200 名
游客在海口市旅游委的组织下，参
观海口新地标——市民游客中心，
该中心负责人向参观游客详细介绍
了海口市民游客中心的建设概况。

记者曹宝心

□记者 钟起的 通讯员 吴雅菁

本报讯 昨日，“偶园古陶瓷艺术博物馆开
馆暨历代古陶瓷精品展”启动仪式在海南花卉
大世界举行。

据介绍，此次展览考虑到不同观众需求，分
两大内容展示：历代（唐、宋、元、明、清）陶瓷和元
代陶瓷器（专题），总共约400件。展览现场除了

展品，还配有展品介绍及简约历史背景，图文并
茂。据介绍，该博物馆系一家民营博物馆，前身
为海南省民协偶园会所、海南省古陶瓷研究会，
组建博物馆期间已举办过两次古陶瓷主题展。

该馆馆长周筑平表示，今后还将陆续筹办
明、清代古陶瓷器物展示。该馆免费开放，展览
时间将持续至明年7月，喜欢传统文化或有收
藏爱好的市民均可到场参观。

海南偶园古陶瓷艺术博物馆开馆

展览时间持续至明年7月份

□记者 刘泽飞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考试局获悉，2018
年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成绩已公布，考生
可登录教育部考试中心的社会证书网站
（http：//sk.neea.edu.cn），凭考生姓名、准考证号
和考生报考时使用的身份证号码三项中的任意
两项，查询本人的考试成绩，并自行下载打印本

人考试《成绩通知单》。
据了解，凡参加考试的考生都可获得《成绩

通知单》；笔试总分达到60分以上（含60分），且
口试成绩达到3分以上（含3分）者，可获得所报
考级别的《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合格证书》。自
2017年起笔试或口试单项合格不再发放单项
合格证，笔试或口试单项合格成绩可保留至相
邻的下一考次。

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成绩公布

@海南人
去泰国旅游

不用缴签证费了
泰国明起免收中国游客落地签证费，限时两个月

▲
□记者 金浩田

本报讯 记者昨日
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
日白天：北部湾海面，本
岛四周海面，西沙群岛
附近海面，多云有阵雨，
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
级，中沙、南沙群岛附近
海面，多云有雷阵雨，东
北风5级，阵风7级。今
日夜间到15日白天：北
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
面，西沙群岛附近海面，
多云有阵雨，偏东风 5
级，阵风6级，中沙、南
沙群岛附近海面，多云
有雷阵雨，东到东北风5
级，阵风7级。

陆地天气预报

热够了？别急，冷空气在路上
18日到20日，本岛自北向南有一次明显降温降雨过程

今日白天：北部，多云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1-23℃，最
高气温28-30℃。中部，多云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0-22℃，
最高气温28-30℃。东部，多云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2-
24℃，最高气温28-30℃。西部，多云，最低气温21-23℃，
最高气温29-31℃。南部，多云，局地有小阵雨，最低气温
22-24℃，最高气温30-32℃。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多云，最低气温21-23℃，
最高气温29-31℃。中部，多云，最低气温22-24℃，最高气
温 28-30℃。东部，多云，局地有小阵雨，最低气温 23-
25℃，最高气温28-30℃。西部，多云，局地有小阵雨，最低
气温21-23℃，最高气温30-32℃。南部，多云，局地有小阵
雨，最低气温22-24℃，最高气温30-32℃。

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北部，多云，最低气温21-23℃，
最高气温30-32℃。中部，多云，最低气温20-22℃，最高气
温29-31℃。东部，多云，最低气温22-24℃，最高气温28-
30℃。西部，多云，最低气温21-23℃，最高气温30-32℃。
南部，多云，最低气温22-24℃，最高气温30-32℃。

16日夜间到17日，全岛多云为主；18日到20日白天，本
岛自北向南有一次明显降温降雨过程。各预报海区风力5-
7级。

据新华社电 相比于传统传销，网络
传销更具欺骗性和隐蔽性。江西省鹰潭
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日前公布一起
网络传销典型案件，涉案企业打着“分享
经济”的幌子来进行非法传销活动。

天津联家兴物联网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利用“中国物联网分享经济平台”，
在鹰潭市余江区以投资680元购买项链
为幌子，通过奖励制度，吸引会员加入并
发展下线。经查，从2017年11月13日
至2018年3月12日，平台拓展部部长
许某发展会员11万余人，投资金额近
7500万元；其下线周某在余江区内共发
展会员233人，投资金额16.73万元。

分享经济？
小心是非法传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