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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98东线高速K5+500至
K5+900段

20日起临时管制
本报讯 记者从省公路局获悉，因海口三永

（三江至永兴）公路工程新建昌盛互通在G98东
线高速公路进行施工的需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
行车安全，交警部门计划于1月20日2月4日，
对G98东线高速公路K5+500至K5+900段采
取封闭左右幅第一行车道的管制措施，第二行车
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

省公路管理局提示，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
请按现场交通指示标识或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
员的指挥行驶。 记者 沈丽焕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根据国
家发展改革委官网新闻发布中心1月15日公布
的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信息，国内汽、柴油价格
（标准品）每吨分别提高185元和180元。调整
后，我省92#汽油价格为7.22元/升，95#汽油为
7.65元/升，0#柴油为5.80元/升，分别上调0.15

元/升、0.16元/升、0.16元/升。
本次调整将自2021年1月16日0时起执

行，这也是今年以来国内油价首次上调。根据
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压缩天然
气销售价格保持不变，为4.17元/立方米（ 等值
换算为5.80元/公斤）。 记者 钟起的

预计16日，北部湾海面、海南岛四周海
面和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
风6-7级。另外，琼州海峡早晚有雾。

17日-18日白天，北部湾海面、海南岛
四周海面和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

6-7级、阵风8-9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
风力5-6级、雷雨时阵风7-8级。18日夜
间，上述海区风力减弱。

18日夜间到22日，各海区风力5-7
级。

陆地
方面

预计16日，全岛多云，北部、中部和东
部局部地区早晚有雾。各地气温回升，最
低气温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13-16℃，东
部和南部地区16-19℃；最高气温北部、中
部和东部地区20-23℃，西部和南部地区
23-26℃。

17日-18日，受新一股较强冷空气影
响，全岛多云间阴天，五指山以北地区有分

散小雨。各地气温明显下降，最低气温北
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可降至6-9℃，高海拔
乡镇可达 6℃以下，东部和南部地区 9-
12℃；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可降至
13-16℃，五指山以南地区17-20℃。

18日夜间到22日，五指山以北地区有
阵雨，其余地区多云间阴天。

19日起，气温逐渐回升。

海洋
方面

本报讯 根据《公共交通全面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的工作部署，为优化公交线网
结构，结合海口市民前期反馈的意见建议，海口公交集团拟开通调整K7路、30路、37路等7条公
交线路。

公示时间为1月15日至1月21日。公示期间如有意见建议，请发送至电子邮箱（gongjiao-
chu2039@sina.com），咨询电话：0898-66663066、68724473（周一至周五，正常工作时间受理咨询
业务）。 记者 沈丽焕

7海口拟开通调整

条公交线路

●新增K7路
经停站点

往程：秀英公安分局、海口
汽车西站、秀英村、海南侨中、市
九中、明珠广场、东湖、省琼剧
院、省彩票中心、海口汽车东站、
琼山一小、城东市场、六合市场

返程：六合市场、城东市场、
琼山一小、海口汽车东站、省彩
票中心、省琼剧院、东湖、明珠

广场、市九中、海南侨中、
秀英村、海口汽车西

站、秀英公安
分局

新增：K7路 调整：30路 37路 37路夜线 70路 79路 93路

本报讯 为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海
口公安交警通过官方平台曝光19辆存在多次违
法记录未处理的重点车辆，车型包括大货车、大
客车、牵引车和作业车等。这些车辆的状态为多
次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有的甚至已达到报
废标准，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如继续在道路
上通行对自身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交警部门将这些被列入“黑
榜”的车辆予以曝光，督促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
尽快主动前往交警部门接受处理。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林馨 记者 符小霞

最高63条
违法未处理
海口交警曝光19辆重点

车辆，敦促车主尽快接受处理

车辆号牌
琼A37976
琼A21535
琼A33353
琼A63238
琼A35709
琼A23578

违法次数
40
39
32
32
30
35

大货车 大客车
车辆号牌
琼A36927
琼A72035
琼A71123
琼A50585
琼A22517

违法次数
40
23
16
16
13

作业车

车辆号牌
琼A70602
琼A52770
琼A31129
琼A15343
琼A30759

违法次数
17
13
7
7
7

牵引车

车辆号牌
琼A72900
琼A85735
琼A27228

违法次数
63
13
13

30路
往返增加传桂村、美德

村、时代城、永秀花园、永和
花园站点。

37路
往返取消经停绿色佳园站。

37路夜线
单向运行，按列车到站

时间发班，共2个班次

70路
往长天路公交场站方向

增加高新花园东门站（东侧）
站点。

79路
往返取消经停绿色佳园站。

93路

1.往返增加传桂村、美
德村、时代城、永秀花园、
永和花园站点；2.往明珠
方向增加高新花园东门站
（西 侧）、望 海 金 豪 站 站
点。

●调整6条公交线路

海南首家企业
申请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获证
监会同意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海南证监局获悉，1月
13日，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公司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同意，有
望成为海南省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

该局表示，海南启动自由贸易港建设以来，
证监部门积极推动一系列资本市场改革开放成
果惠及海南地方经济发展，大力推动企业直接融
资，2020年我省企业直接融规模199.11亿元，其
中旅游度假目的地CMBS产品、国有土地承包
金资产证券化等均为金融创新产品。此次科创
板改革成果在海南成功落地，正是资本市场对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有力支持。 记者 刘兵

多次交通违法未处理车辆

明后两日较强冷空气袭琼

最低温破6℃
本报讯 记者从省气象部门获悉，1月17日-18日将有一

股较强冷空气影响我省，并带来降温，高海拔乡镇最低气温
可降至6℃以下。海口今日白天多云，局地早晨有雾，最高气
温22℃。 通讯员 袁迎蕾 吴春娃 见习记者 林鸿晖

油价今起上调
92#汽油每升涨0.15元

省气象部门提醒：16日，海南部分地区和琼州海峡早晚有雾，请注意交通运输安
全；请做好17日-18日冷空气影响的防寒和海上防风工作。

海口

三亚

多云
15℃-22℃ 微风

多云
18℃-24℃ 东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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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一
等奖中0注；二等奖中0
注。下期奖池基金：1.3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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