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第四届海
口火山自行车文化节
将于 2019 年 1 月 12
日、13日在火山口国
家地质公园周边路段
举行，为了确保第四届
海口火山自行车文化
节期间海口市道路交
通安全畅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相关规
定，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届时将对火山口
国家地质公园周边路
段适时实施交通管制。

记者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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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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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排列 3 直选”中 1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3 组选 3”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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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17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3 组选
3”中 10949 注，单注奖金 346 元；“排列 5
直选”中 102注，单注奖金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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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2536.42低：2536.16
高：2574.41收：2544.34
成交额：1608亿元
涨跌幅：+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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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7425.64低：7404.49
高：7552.20 收：7447.93
成交额：2184亿元
涨跌幅：+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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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4期大乐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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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11注，单注奖

金 6339208 元；二等奖中 156 注，单注奖金
48698 元。我省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0注；
二等奖中3注，单注奖金48698元。下期奖
池基金：71.6亿元。

海口 小雨转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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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要求，各市县的房管、税
务、不动产登记等部门必须共同进
驻政务大厅，设立不动产交易、缴
税、登记综合受理窗口，同一窗口
对外办公，根据整合流程一次性
收取一套法定材料，共同承诺办
结时限，分类并联缺项审核，部门
业务依次审批（即：先交易、再缴税、
后登记）。

方案明确，纳入综合受理范围
的为涉及不动产（房屋）交易、缴税、
登记的业务类型，主要包括存量商
品房的买卖、互换、赠与、因人民法
院或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等
导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
有权发生转移，且不存在抵押、查
封、异议登记情形的，以及其他按照
改革要求应当纳入的业务。

综合受理窗口根据申请人的承
诺，当场核验申请人的个人身份信
息，按照业务需要询问相关内容并
制作询问记录，出具受理凭证，承诺
办结时限为3个工作日（非本省户籍
购房人员5个工作日），其中通知申
请人缴税之日起至申请人完成缴税
的时间不计入办结时限。

方案指出，综合受理窗口要拓
展便民利民延伸业务。有条件的市
县应积极探索部门延伸业务，梳理
与不动产交易、登记密切相关的户
籍登记、婚姻登记、社保缴纳、公积
金贷款、银行抵押等民生业务，及
时与相关部门做好信息推送、共
享。在政务大厅设置相应办事窗
口，做到让企业和群众只进一扇门
办事。

管制时间:
2019年1月12日

荣誉骑行管制时间段 10：20-11：50
山地自行车赛比赛管制时间段 12：40-17：20

2019年1月13日

公路自行车赛比赛管制时间段 7：40-11：50

本报讯 因海口市财政收费系统升级调整，今日17时起，
暂时关闭海口公安交警支队的线上（122网站、12123APP等）和
线下（业务窗口POS机等）收费支付通道。前往灵桂大道综合
服务中心和各个交警服务站点办理相关支付业务的市民请及
时关注交警部门发布的通知，择日前往办理相关业务。

预计重新开放时间：
1.线下（业务窗口POS机等）收费支付通道重新开放时间

定为明日8时；
2.交管122网站涉及海口考生考试费缴费的所有支付通道

和交管12123APP涉及海口考生考试费缴费的银行卡支付通
道重新开放时间定为明日9时；

3.交管12123APP涉及海口考生考试费缴费的微信支付通
道重新开放时间待定。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咨询电话：0898-
66796624。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林馨 记者 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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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海口火山自行车文化节12-13日举行

火山口公园周边路段交通管制
管制路段：
1.荣誉骑行管制路段：

火山口大道（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门前路段），235乡
道，火山口路，小康路，福兴路。
2.山地自行车赛比赛管制路段：

美社村，春藏村，儒昌村，阳南村，施茶村，国群村一带
山地乡道。
3.公路自行车赛比赛管制路段：
235乡道，火山口路等环美社村无名路。

限行时间:
1月12日16时30分至22时30分

限行时间内，禁止一切车辆从亚龙湾环岛
进入龙溪路通行，允许龙溪路居民的车辆从太阳
湾路十字路口进入龙溪路；允许参加亚洲电视彩
虹奖颁奖典礼活动、持有通行证的车辆从太阳湾
路口进入龙溪路通行；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进入龙
溪路。

本报讯 1 月 12
日，亚洲电视彩虹奖
颁奖典礼将在三亚市
亚龙湾会展中心举
行。为确保活动举办
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
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决定对亚龙湾
龙溪路全段实行交通
单向限行管理。

记者沈丽焕

三亚亚龙湾龙溪路全段

1月12日16:30起单向限行
绕行路段:

●需从亚龙湾龙溪路前往亚龙湾龙海路、太阳湾路的
车辆，绕博后路通行，或从亚龙湾大道绕行；

●参加亚洲电视彩虹奖颁奖典礼未取得通行证的车
辆，一律停放在玫瑰谷停车场，再乘坐免费接驳电瓶车前往
亚龙湾会展中心，散场时乘坐接驳车到玫瑰谷停车场取车；

●需从龙海路-龙溪路往亚龙湾环岛方向通行的车
辆，一律绕亚龙湾中心广场-亚龙湾大道-亚龙湾环岛方向
通行。

我省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3月底前全面落地
本报讯 为实现不动产（房屋）交易、缴税、登

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目标，近日，我省制定了
《存量商品房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实施方
案》，在政务大厅设立不动产交易、缴税、登记综合
受理窗口，由市县房管、税务、不动产登记等3个部
门安排工作人员共同进驻，综合受理窗口通过省级
数据交换平台与公安、民政、社保部门建立数据共
享协同办理机制，实现“一窗受理，告知承诺，缺项
审核，限时办结”目标，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据介绍，我省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集
成服务将于今年3月底前全面落地。 记者 韩建东

今日17时起
海口交警暂时关闭

线上线下收费支付通道

本报讯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日白天，北部，多云，局
地有小雨，19-29℃；中部，多云，局地有小雨，19-29℃；东部，多
云，局地有小雨，21-28℃；西部，多云，19-30℃；南部，多云，
20-31℃。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多云，19-30℃；中部，
多云，18-30℃；东部，多云，20-29℃；西部，晴间多云，18-
30℃；南部，晴间多云，19-31℃。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北部，
多云，19-30℃；中部，多云，17-30℃；东部，多云，19-29℃；西
部，多云，18-30℃；南部，多云，19-31℃。 记者 刘柯娜

气温回升洗晒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