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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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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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8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3 组选 3”中 0 注；“排列 5
直选”中 100注，单注奖金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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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3084.17低：3053.45
高：3102.52收：3090.64
成交额：3492亿元
涨跌幅：-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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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4

涨跌：
-0.34

开：9828.07低：9642.67
高：9848.77 收：9800.60
成交额：4306亿元
涨跌幅：-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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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钱进

19031期大乐透

0803 21 26 33 04 05
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3注，单注奖

金 1000 万元；二等奖中 364 注，单注奖金
9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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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亿元。

海口 晴
23℃-35℃ 东南风3-4级

三亚 晴转多云
24℃-32℃ 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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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柯娜

本报讯 昨日，骄阳似火，椰城市
民纷纷换上短袖裙装。据省气象台
发布信息，今明两天，我省各地仍将
迎来高温天。

陆地天气预报：今日白天到夜
间：北部，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1-
23℃，最高气温34-36℃，中部，晴间
多云，最低气温20-22℃，最高气温
32-34℃，东部，晴间多云，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30-32℃，西部，
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3-25℃，最高
气温35-37℃，南部，多云，最低气温
22-24℃，最高气温31-33℃。

明日白天到夜间：北部，多云有
雷阵雨，最低气温21-23℃，最高气
温33-35℃，中部，多云有雷阵雨，最
低气温 20- 22℃，最高气温 32-
34℃，东部，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30-32℃，西部，
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23℃，
最高气温33-35℃，南部，晴间多云
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24℃，最高
气温31-33℃。

海洋天气预报：今日白天到夜
间：北部湾海面，琼州海峡，本岛东
部、南部海面，多云，东南风5级，阵
风6级；本岛西部海面，多云，东南风
5-6级，阵风7级。

据介绍，今年五指山主会场的祭祀袍隆扣大
典将于4月7日（农历三月初三）在水满乡黎峒文
化园举行。祭祀大典的乐舞告祭将采用专业的演
出团队，呈现出庄重的现场氛围，使祭祀更具仪式
感更加震撼。此外，乐舞告祭采用五场集体舞展
示一个大黎族的理念，以黎族传统祭祀舞《共同
舞》等祈福类舞蹈为基础，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主
线，力求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高度统一，更好地表
达黎族人民对祖先的崇敬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执
着追求。

新闻发布会现场还发布了今年“三月三”的节
庆logo和吉祥物，并进行了“三月三”的招商推
介，组委会工作内容做了招商内容的推介，今年是

“三月三”市场化招商运作的第一年，陵水积极发
挥市场主体作用，引进企业，利用市场化行为丰富
三月三活动内容。

据了解，“三月三”是海南黎族苗族同胞最盛
大的民间传统节日，承载着黎族苗族千百年来的
历史文化传承，是黎苗文化最生动、最典型的展
现。自2008年“三月三”节庆活动由海南省政
府主办以来，琼中、三亚、乐东、东方、五指山、
昌江、白沙等市县相继举办主会场活动，活动
内容与形式不断充实创新，民族和地方特色更
加突出，更加贴近生活和群众。当前，海南“三月
三”已成为中外游客了解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
要载体。

2019年海南“三月三”
4月6日-9日举行

以“爱与感恩”为主题，主会场设在陵水和五指山

本报讯 昨
日上午，2019年
海南黎族苗族
传统节日“三月
三”活动新闻发
布会在海口举
行。记者从会
上获悉，今年的

“三月三”以“爱
与 感 恩 ”为 主
题 ，主 会 场 活
动 将 于 4 月 6
日 至 4 月 9 日
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和五指山
市举办。此外，
海南 13 个市县
也将举办丰富
多彩的分会场
活动。

记者钟起的

5
大
亮
点

1.活动“范围广”
以县城主会场为中心，在乡镇分设分会场，开辟

多条特色旅游线路：坡村红色印记文化体验、本号镇
大里黎苗文化主题系列活动、英州清水湾乡村休闲
系列活动、乡村旅游采摘系列活动、黎苗风情婚礼
等，突出民族元素和地方特色，三月三期间结合陵水
各乡镇特色策划多款休闲旅游产品线路，让游客能
够全面体验陵水特色。
2.活动“内容多”

主会场21项活动、乡镇分会场5项活动，包括民
歌对唱、竹竿舞大赛、传统体育竞技和趣味活动、黎
锦苗绣技艺展示及比赛等将精彩上演。
3.晚会“规格高”

晚会邀请了知名导演执导演出，聘请了知名制作
团队对现场视觉效果进行包装设计。
4.动与静“相结合”

陵水还设计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和民族书画
展等活动。创新设计的“图腾迷宫”结合黎族文化和
迷宫游戏，使游客在游玩中增长民族文化知识。
5.活动精神“永流传”

陵水启动了黎苗风情商业街项目建设，届时将在
此开展民族美食评比、米酒调酒大赛、黎锦染织体验
等8项活动。三月三活动结束后，图腾迷宫和民族风
情街将被保留，成为展现陵水特色黎苗文化的一个
重要窗口。

海南旅游仲裁中心
昨日揭牌成立

□记者曹宝心

本报讯 昨日，由海南国际仲裁院、海南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联合设立的海南旅游仲裁中心在海口揭
牌成立。

据了解，海南旅游仲裁中心主要受理当事人约定由海
南国际仲裁院（海南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各类旅游消费、项
目投资、项目建设和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各类民商事争议。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副厅长敖力勇表示，随着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稳步推进及中央
一系列利好政策的落实，海南入境消费游客、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旅游投资日益增多，各类涉旅产业的纠纷不可避免，在
行政管理、法院诉讼方式之外，迫切需要一种中立、高效、便捷
的纠纷解决方式，作为净化旅游市场营商环境的有效补充。

海口海瑞桥积水点
改造工程完成过半

□记者钟起的通讯员陈敏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海口市排水管道养护所获悉，为做好2019
年防风防汛准备相关工作，该所正在抓紧落实排水设施清淤修复计
划，并加快推进积水点改造、道路易积水点监控等项目工作。

据介绍，2019年该所清淤修复项目计划实施39个，截至目前已开
展6个排水设施维修项目，其中鼓楼街及靖南街排水管道清淤修复项
目已完工；美舍河五公祠海口市美术馆对面污水管道非开挖应急修复
项目已完工。正在实施的有南海大道国度建材家具城对面（高铁城西
站段）雨水方沟抢修项目，预计3月24日完工；文明中路合流管道清淤、
修复项目预计4月15日完工；大同路（友谊天桥至大英西路段）排水管道
清淤项目预计4月5日完工；长滨北路、镇海路雨水管道清淤项目预计4
月5日完工。

记者获悉，该所正在加快推进积水点改造、道路易积水点监控等项目
工作。其中丘海大道海瑞桥积水点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泵体主体基础基
坑开挖作业及拉森钢板桩支护施工48米，项目总进度为58%。

又是火辣辣的一天
琼岛今日最高温37℃

□记者 廖自如

本报讯 为确保博鳌亚洲论
坛2019年年会期间警卫线路交通
安全、畅通、有序，万宁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队决定自3月25日至
29日对万宁市部分道路实施交通
管制。

●因警卫工作需要，公安交警
部门对 G98 环岛高速公路万宁
段、223国道及部分省道路段实施
交通管制时，车辆驾驶人、行人应
当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保障警
卫车队安全、有序通行。

●3 月 25 日 9：00 至 29 日
24：00 ，禁止总质量10吨以上的
中重型货车和装载易燃易爆、剧

毒物品车辆在G98环岛高速公路
东线段和三亚绕城段通行。请
相关车辆绕行223国道、224国
道、中线高速或G98环岛高速
公路西线段。

●特别提醒：万宁境内需
前往海口方向的装载反季节瓜
果等管制车辆，请沿国道223线
到达牛漏墟-304省道（新中）-
琼中营根-中线高速-海口。

总质量20吨以上、车身
长度大于9米的货运车辆、二
轴以上半挂车满载时，禁止
在 223 国道及部分省道通
行，请相关车辆绕行G98环
岛高速公路西线段或225
国道。

3月25日-29日
万宁部分道路交通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