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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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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4+1”中 0注；“定位 4”

中1注，单注奖金1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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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3期七星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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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0注；二等奖

中12注，单注奖金33377元。我省中奖情
况：一等奖中 0注；二等奖中 1注，单注奖
金33377元。下期奖池基金：3136万元。

昨日市况
开：2878.23低：2838.38
高：2941.45 收：2939.21
成交额：2741亿元
涨跌幅：+3.10%

深
成
指

开：8988.92低：8820.59
高：9238.55 收：9235.39
成交额：3359亿元
涨跌幅：+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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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钱进

涨跌：

涨跌：
+358.08

海口 小雨转雷阵雨
25℃-29℃ 东北风3-4级

三亚 雷阵雨
26℃-32℃ 微风

+88.26

详见10版

我省中奖情况：“排列 3 直选”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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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3注，单注奖金1040元；
“排列3组选3”中0注；“排列5直选”中49
注，单注奖金10万元。

去年7月 31 日，省政府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了《海南省小客车
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 行）》和
《关于对部分小客车实施限行的通告
（试行）》。

在《关于对部分小客车实施限行
的通告（试行）》中提出：自2019年8
月1日零时起，对在本省行政区域道
路上行驶的非本省核发号牌（含临时
号牌）的小客车采取如下交通管理措
施：进入海南省道路行驶的非本省号
牌小客车，须通过网络、电话或者窗
口方式办理登记。每辆车每年通行
总天数不超过120天，可多次办理。

8月起海南禁止外省车辆进入？

我省交警：误读
非本省号牌小客车将实行“无感”管理

为保障我省小客车调控管理措施有效
实施，我省计划于2019年8月1日起对非
本省号牌小客车实施限行管理，但并不是
禁止外省车辆进入。

省交警总队提醒，非本省号牌小
客车每年通行总天数在海南省内不超
过 120 天，既可连续上路面行驶 120
天，也可以全年共在路面行驶120天，这
完全可以满足来琼旅游、经商、探亲等

驾车出行需求。具体管理办法正在抓
紧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将于8月1日前
向社会公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8月1日
开始，我省将对非本省号牌小客车实行“无
感”管理，非本省号牌小客车在本省行政区
域道路行驶的，无需提前办理登记申请，将
由路面管理系统自动统计非本省号牌小客
车在本省的道路行驶情况。

非本省号牌小客车在本省行政区道路行驶
无需提前办理登记申请

一季度海南农村外出从业人数收入双增长

月均收入突破3000元

双休日还是雨水陪你过

本报讯 近日，有网友在相关网站上发表言论，称海南2019年8月1日后禁止外省车辆
进入。这一说法引起省交警总队重视。昨日，省交警总队辟谣，此说法系网友误读。省交
警总队再次强调，8月1日起，非本省号牌机动车进岛通行实施“无感”管理，并不是禁止外
省车辆进入，具体管理办法将于8月1日前向社会公布。 记者张野

我省新增15个
乡村教师幼儿园

定向公培生招生指标
□记者林文星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根据
《海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我
省乡村教师定向公费培养计划实施工作的通
知》精神，为增强我省乡村幼儿园师资力量，
2019年乡镇幼儿园定向公培生适当扩大招
生规模，经宣传发动，增补下达海口市美兰区
2019年乡村教师幼儿园定向公培生招生指标
15名，其余各项要求不变。

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

5月18-19日举行
□记者林文星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考试局获悉，2019
年上半年海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于
5月18日至19日举行，全省共有8763名考生参
加考试。为确保考试面试顺利进行，省考试局
发布公告表示，将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考试
管理，加大防范考试作弊的力度，所有考生进入
考场必须进行安检，考试全过程进行监控录像，
考点实施封闭管理，考生凭证出入考点考试区
域，同时将严格对照检查考生身份，并细化规范
面试操作流程。

国民蔬果摄入量不足
专家建议每天吃够一斤菜半斤果
据新华社电 5 月 12日-18 日是全民营养

周。记者10日从中国营养学会获悉，近年来，我国
居民总体蔬果摄入量不足，专家建议一个人每天应
该吃够一斤蔬菜和半斤水果。

在2019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
日主场启动会上，中国营养学会公布了相关调查
数据：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蔬菜
的摄入量为269.4克，与2002年相比，总体平均蔬
菜摄入量下降，尤其是农村居民减少了29.5克；城
乡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水果的摄入量为40.7克，
处于较低水平。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指出，蔬果摄入不
足会提升人群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发病率和
死亡率。

□记者 林文星

本报讯 据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
监测调查显示，2019年一季度农村从业
人员中外出从业和本地非农从业人数为
145.5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2.2%，其中：
外出从业人员80.8万人，同比增长2.9%：
本地非农从业人员64.7万人，同比增长
1.1%。一季度海南农村人员外出从业人
员收入也同比增长，月收入首次突破
3000元。

数据显示，近年来海南农村人员外出
从业人数总体上升的趋势较为明显，
2017-2019年各季度季末外出从业劳动
力人数逐季增加。受传统离家不离乡观
念影响，海南农村劳动力以省内务工为
主。监测调查数据显示，一季度海南农村
外出从业人员在省内从业的比重为
86.8%，仍占主导地位。比上年同期上升
3.6个百分点。其中，县外省内从业增长
6.5%，增幅最为明显。省外务工的从业人
员中，又以两广为主，在两广地区的务工

人员占总外出务工总人数的83.9%，其他
地区仅占16.1%。

一季度海南农民外出从业主要行业
集中在第三产业，占比达到77.9%，与上
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住宿餐饮业的
占比最高，达到23.2%；其次是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占比为21.6%；
批发零售业占比为9.3%；交通运输业的
占比为7.6%。

收入方面，一季度海南农村劳动力
外出从业月均收入3006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174元，同比增长6.1%，外出从
业收入持续增长。从收入段看，外出从
业平均月收入在5000元及以上的占
8.6%，比上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
平均月收入在 3000- 5000 元的占
36.9%，比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
平均月收入在 2000- 3000 元的占
43.5%，比上年同期上升 0.2 个百分
点。总体来看，虽然收入在3000以下
的人员占比在五成以上，但中高收入
群体比例也在不断增大。

□记者 刘柯娜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
到，13日夜间到17日，全岛多云，其中，北
半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逐渐
升高。

陆地天气预报：今日白天，北部，阴天
间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
温29-31℃；中部，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
局地大雨，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
30-32℃；东部，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最
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0-32℃；西
部，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最低
气温24-26℃，最高气温31-33℃；南部，
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31-33℃。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阴天间
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
温30-32℃；中部，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0-32℃；

东部，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
地暴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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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6℃，最高气温 31-33℃；南
部，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最低
气温 24-26℃，最高气温 31-
33℃。

海洋天气预报：今日白
天，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
面，多云有雷阵雨，东到东北
风 5 级 ，雷 雨 时 阵 风 7- 8
级。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
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
面，多云有雷阵雨，偏东风5
级，雷雨时阵风7-8级。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北部
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多
云有雷阵雨，东南风5级，
雷雨时阵风7-8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