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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严格 通讯员 云蕾 郭知静冤
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的深入推进袁 越来越多的航班从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渊以下简称野美兰机
场冶冤起降遥 据美兰机场消息称袁6月份
始发航班正常率达 84.63%袁航班放行
正常率达 85.75%袁野两率冶均值超 85%袁
同比分别增长 20.87%和 21.90%遥 根据
民航航班正常统计系统数据显示袁美
兰机场 6月份在全国航班时刻主协调
机场中袁始发航班正常率名列第四袁航
班放行正常率名列第六袁 跻身全国千
万级机场前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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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实
习记者 吴英艳冤中国高铁 10元纪念币来
了袁数量有限袁快来预约办理吧浴 12日袁商
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袁 中国人民
银行定于 2018年 9月 3日发行中国高铁
普通纪念币渊以下简称高铁币冤袁发行数
量为 2亿枚袁高铁币每人预约尧兑换限额
为 20枚袁海南省将发放 88万枚遥

据了解袁高铁币采取预约方式发行遥

中国工商银行尧中国农业银行尧中国银行
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承担中国高铁普通
纪念币在部分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的预约
发行工作遥
中国工商银行尧中国农业银行尧中国

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于 2018年 7 月 19
日至 7月 22日办理高铁币预约遥 公众可
通过上述四家商业银行官方网站或前往
其营业网点进行预约登记遥

海口交警公布“随手拍”奖励标准
市民随时可举报交通违法行为 将获得奖励 10元要10000元不等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李盛兰冤 7月 11日袁商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获悉袁从 7月 16日起袁市民通过海口交警支队野随手拍冶举报平台提供道路交通违法尧交通肇事逃逸线索袁经交警部门查证属实
并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后袁海口交警支队将予以奖励袁并以微信红包方式兑现遥 此外袁原发布的野随手拍冶奖励办法同时废止遥

据悉袁自 2018年 7月 16日起袁海
口市民可通过关注野椰城交警冶微信
公众号或下载野椰城交警冶APP袁点击
野随手拍冶交通违法有奖举报功能栏袁
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袁而海口交警支
队此次对野随手拍冶系统举报范围和
奖励标准也分别做出调整袁市民可对
14种一般交通违法尧5种涉牌涉证交
通违法以及交通肇事逃逸等违法行
为进行举报袁并明确举报的交通违法
行为必须已经实际发生袁举报的违法
行为事实地点必须在海口市公共道
路范围内袁 必须填写真实的时间尧地
点尧违法行为种类尧车牌号码等信息遥
举报线索一经交警部门审核采用并
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后袁将对举报人奖
励 10-10000元不等的微信红包遥

野举报 14种一般交通违法行为袁
微信红包奖励是有上限的袁即每个月
最高只奖励一千块钱袁而举报其他涉
牌和逃逸线索的袁没有奖励上限遥 冶海
口交警支队法宣科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袁 市民在举报交通违法行为时袁
必须要现场拍照上传举报遥 野由于平
台系统设置的只有拍照的照片才能
上传袁 从相册选照片是上传不了的袁
所以市民必须要在现场拍照后实时
上传遥 冶该负责人说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参与随手拍有奖

举报的人员条件为院举报人法定年龄
须满 18周岁袁且须在微信和海口交警
APP完成实名认证曰举报人只能绑定
一个手机号进行野随手拍冶举报遥 下阶
段袁海口交警支队将根据实际工作情
况袁适时扩大举报范围袁并向社会公
布后实施遥

举报范围及奖励标准

二尧涉牌尧涉证交通违法行为范围和奖励标准
1.举报使用伪造尧变造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尧行驶证的袁每辆奖励 200元遥
2.举报使用伪造尧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尧行驶证的袁每辆奖励 1000元遥
3.举报使用报废机动车的袁每辆奖励 1000元遥
4.举报故意变造尧遮挡尧污损机动车号牌的袁每辆给予奖励 100元遥
5.举报机动车非法改装尧加装车灯及其它非法装置的袁每辆给予奖

励 100元遥

有五年一贯制招生的高等
学校尧开展中高职野3+2冶连读及
中高职野3+2冶分段培养试点的中
职学校尧一般普通高中学校遥 该
批次 8月 8日下午至 8月 11日
录取遥

8月 16 日至 8 月 19 日袁民
办普通高中学校通过中招录取
系统自主招生录取遥

中等职业学校自主录取名
册报送审批时间另行通知遥

海南中招录取工作 21日开始
共分四个批次进行 录取时间院7月 21日要8月 19日

中国高铁 10元纪念币 9月 3日发行
海南将发放 88万枚 7月 19日至 22日预约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肖卫香冤 12日袁商报记者从省中招办获悉袁我省 2018年高
中阶段招生录取工作将于 7月 21日启动袁共分四个批次进行遥

琼台师范学院公办乡镇
幼儿园定向免培生班袁 海南
中学尧省国兴中学尧省农垦实
验中学少数民族特招班袁海
南中学中英高中课程实验
班尧 海南华侨中学中美合作
实验班和中英国际班尧 中央
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陵水分校
皓泰圆梦创新实验班袁 北京
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尧华
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

东黄流中学尧 南开大学附属
中学儋州市第一中学尧 西南
大学临高实验中学尧 华东师
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屯昌思
源实验中学尧 华中师范大学
琼中附属中学尧 湖南师范大
学附属定安中学尧 北京师范
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尧 海南中
学三亚学校实验班袁 中央民
族大学附属中学遥 该批次 7
月 21日至 7月 24日录取遥

海南中学尧省国兴中学尧
省农垦中学尧 省农垦实验中
学尧海南师范大学附中尧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附中尧 儋州市
两院中学尧海南侨中尧海口市
一中尧琼山中学尧海口市实验
中学尧海口市四中尧三亚市一

中尧文昌中学尧文昌市华侨中
学尧琼海嘉积中学尧儋州市一
中尧儋州市八一中学尧洋浦中
学尧澄迈中学尧北京师范大学
万宁附属中学尧万宁中学尧乐
东中学遥 该批次 7月 25日下
午至 8月 2日录取遥

经申请获批部分计划在本
批次录取的省一级学校尧市县(单
位)重点普通高中学校(不含野省
一级学校冶)尧 省农垦加来高级中
学尧海口景山学校(公费生)尧海南
枫叶国际学校(公费生)尧海南昌
茂花园学校(公费生)尧海口中学
(公费生)尧 海南海政学校 (公费
生)尧海口山高实验学校(公费生)尧
华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 (公
费生)尧 海口大成高级实验中学
(公费生)尧 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

学校(公费生)尧海南博雅高级中
学(公费生 )尧海口黄冈金盘高级
中学(公费生)尧海南鲁迅中学(公
费生)尧三亚华侨学校(公费生)尧三
亚青林学校 (公费生)尧海南东坡
学校(公费生)尧儋州川绵中学(公
费生)尧文昌孔子中学(公费生)尧琼
海嘉中海桂学校(公费生 )尧东方
阳光学校(公费生)以及参照市县
(单位)重点普通高中学校进行录
取的其他普通高中学校遥 该批次
8月 3日下午至 8月 7日录取遥

一尧一般交通违法行为范围
渊一冤举报范围

1.在公交车站违停袁影响公交车进出站遥
2.公交车不在站台宽度对应划定的黄虚线停车区域内停车上下客曰
3.闯红灯曰
4.进入导向车道袁不按指示方向行驶曰
5.压实线行驶渊包括白色实线尧黄色实线等冤曰
6.遇到前方拥堵车辆排队等候时变更车道或占用其他车道尧插队尧

掉头曰
7.压导流线行驶曰
8.违反禁令标志尧标线掉头曰
9.一次性变更 2条渊含冤以上车道曰
10.违法停放曰
11.非紧急情况时袁在高速公速应急车道上行驶的曰
12.逆向行驶曰
13.车窗抛物曰
14.其他交通违法行为遥

渊二冤奖励标准
每次奖励 10元遥

三尧交通肇事逃逸举报奖励标准
举报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袁提供肇事逃逸案件有效线索遥 警方根据举

报线索成功破案的袁财产损失案件奖励 1000元袁伤人案件奖励 2000元曰
死亡案件奖励 3000-5000元曰 重大死亡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奖
励 5000-10000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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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谢佳宁冤 12日 13时 18分袁随着
一架前往伦敦的中国南方航空客机
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渊以下简称野三
亚机场冶冤腾空而起袁标志着野三亚要
伦敦冶航线顺利开通遥
据悉袁野三亚要伦敦冶 航线由中国

南方航空 A330-200型客机执飞袁航
班号为 CZ651/2袁每周四和周日从三
亚机场起飞遥 北京时间当日 13时 15
分袁航班从三亚起飞袁并于当地时间
18时 45分抵达伦敦曰当地时间 22时
10分从伦敦起飞袁 北京时间次日 16
时抵达三亚遥该航线是三亚机场 2018
年开通的首条定期洲际航线袁对于海
南自贸区的建设及 59国免签利好政
策的推广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遥 据三
亚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袁伦敦实现通
航后袁伦敦将作为三亚通往欧洲市场
的突破口袁将三亚旅游城市的美誉传
播至其他国家袁为未来更多欧洲航线
的开通创造条件遥

手机“随手拍”这么操作

“三亚—伦敦”
航线顺利开通

海口美兰机场

6月份跻身全国
千万级机场前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