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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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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雷阵雨转多云
27℃-31℃ 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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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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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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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9993.25低：9928.28
高：10287.64收：10287.64
成交额：4308亿元
涨跌幅：+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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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4+1”中 0 注；“定位
4”中0注。

190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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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 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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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1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3 组选
3”中 0注；“排列 5直选”中 65注，单注奖
金10万元。

天天开彩 详见13版

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1 注，单注
奖金 500万元；二等奖中 12注，单注奖金
25308元。我省中奖情况：一等奖中0注；
二等奖中 1注，单注奖金 25308元。下期
奖池基金：3674万元。

详见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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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跌：

开：3164.40低：3153.21
高：3253.60收：3253.60
成交额：3601亿元
涨跌幅：+2.39%

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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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
○个人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有效的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正
反面）、有效的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正反面）、车主身份证复印件（正反
面）、车主银行账号及开户银行名称。
需要注意的是，机动车行驶证、身份证
与银行账户名称须一致，机动车年审
必须在海南省内，机动车检验合格标
志必须在有效期内。

○企业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有效的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正
反面）、有效的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正反面）、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正
反面）、企业银行账号及开户银行名
称。需要注意的是，机动车行驶证、组
织机构代码证与银行账户名称须一
致，机动车年审必须在海南省内，机动
车检验合格标志必须在有效期内。

□记者 刘柯娜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气象台
了解到，19日夜间到23日白天，受
西南气流影响，全省晴到多云，最高
气温偏高。

今日白天，北部，多云，午后有
雷阵雨，局地大雨，最低气温 24-
26℃，最高气温32-34℃；中部，多
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2-24℃，最高气温 31-33℃；东
部，多云，最低气温23-25℃，最高
气温30-32℃；西部，多云，局地午
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3-25℃，
最高气温33-35℃；南部，多云，最
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 33-
35℃。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晴
间多云，最低气温25-27℃，最高气
温 34-36℃；中部，晴，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 32-34℃；东
部，晴，最低气温26-28℃，最高气
温33-35℃；西部，晴间多云，最低
气温24-26℃，最高气温34-36℃；
南部，晴间多云，最低气温 25-
27℃，最高气温33-35℃。

18日夜间到19日白天，北部，
晴，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
36-38℃；中部，晴，最低气温24-
26℃，最高气温35-37℃；东部，晴，
最低气温26-28℃，最高气温33-
35℃；西部，晴，最低气温25-27℃，
最高气温 36-38℃；南部，晴间多
云，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
34-36℃。

海洋天气预报：今日白天：北部
湾海面，琼州海峡，本岛东部、西部
海面，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5级，
雷雨时阵风7-8级，本岛南部海面，
多云有雷阵雨，东到东南风5级，阵
风6级。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湾
海面，本岛四周海面，多云，偏南风5
级，阵风6级。

18日夜间到19日白天：北部湾
海面，本岛四周海面，多云，偏南风5
级，阵风6-7级，多云，偏南风5级，
阵风6级。

我省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客车通行附加费

7座以下车辆车主
可申请退费

有意见或建议可于4月23日17时前向省交通规费征稽局反馈

申请截止日期：11月30日

本报讯 近日，省交通规费征稽局
发布《关于2019年重大节假日7座以
下（含7座）小型客车机动车辆通行附
加费退付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公告》），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
该局欢迎广大市民、社会单位对公告内
容提出意见或建议，于4月23日17时
前以传真方式反馈至该局办公室。

《公告》指出，2019年海南省重大
节假日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不
包括使用汽、柴油以外的能源作为动力

的车辆和行政事业单位公务车辆及临
时跨行我省的外省籍汽油小客车）机动
车辆通行附加费退付工作已于3月1
日开启。车主可在省内任一征稽分局
或网上申请办理。申请截止日期为11
月30日。

《公告》表示，退费相关信息仅针对
7座以下（含7座）汽油机动车，柴油机
动车在缴纳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时自
动扣除节假日天数计征。

记者 沈丽焕

退费方式：
○登录省交通运输厅官方网站，点击重大节

假日退费通道，将所需材料拍照上传，并按其相
关要求办理；

○自行召集满50位及以上的车主，将所需
材料复印后，致电68606060预约征稽人员上门
办理；

○至省内任一征稽分局窗口办理，退付申请
表可在办理窗口领取或登录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官网http：//jt.hainan.gov.cn/ 下载。

需要留心的是，车主申请一次，在机动车检验
合格标志的有效期内都可连续使用；车主去年申
请却未收到退费款的，今年若重新提交申请资
料，也可收到去年申请的退费款；征稽分局窗口
受理时间为3月1日-11月30日；网上申请时间为
3月1日-11月30日；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海口市
杜鹃路1号）不受理退费业务。

□记者沈丽焕通讯员陈长吉陈倩

本报讯 记者从省公路管理局获悉，因G98
环岛高速牛岭隧道（K169+205-K169+530）维
修施工的需要，为保障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
工程施工安全，交警和公路两部门计划对该
隧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省公路管理局提
示，届时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

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
指挥行驶。

●4月19日至6月15日，对该隧道左幅（三
亚往海口方向）的两个车道进行交替封闭施工，
另一车道正常通行。“五一”假日期间暂停施工。

●6月16日至7月25日，对该隧道右幅（海
口往三亚方向）的两个车道进行交替封闭施工，
另一车道正常通行。

G98东线高速牛岭隧道部分路段19日起施工交通管制

车辆无需绕道

周末全省
再迎高温天

□记者张野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省住建厅官网获悉，按
照《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
革有关政策的公告》的相关规定和《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办公厅关于重新调整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要求，对本省建设工程增值

税税率进行调整。
2019年4月1日之后新建或在建的建设工

程的增值税税率由10%调整为9%。
2019年4 月 1 日之前已收讫相应工程价

款或已完工尚未完成竣工结算的建设工程的
增值税税率，按照税务部门发布的相关规定
执行。

我省调整建设工程增值税税率

由10%调整为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