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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坡节人气旺盛 商报活动来助兴
今日在海口新坡镇关注商报官方微信尧下载海拔资讯APP袁精美礼品送不停

扫扫二维码
看海拔资讯
海视频

叶国际旅游岛商报曳是海南最具影响
力的主流媒体之一袁野国际旅游岛商报冶微
信公众号致力于发布最新尧最即时的权威
新闻资讯袁并定期推出野奇趣曝冶尧野天空猎
手冶尧野海上夜闻窑视听汇冶等精彩栏目开阔
读者的眼界遥 野海拔资讯冶则是由叶国际旅
游岛商报曳打造的一款新闻 APP袁拥有涵
盖全球的资讯袁遍布全省的全媒体记者采
播的权威尧及时尧动态尧视角独特的本土新
闻资讯和生活服务内容袁非常野好看冶!
据悉袁本次下载野海拔资讯冶免费领礼
品活动地点设在新坡镇第十八届海口冼
夫人文化节美食街门口袁市民和游客只需
在现场下载安装 野海拔资讯冶APP 并关注
野国际旅游岛商报冶和野海拔资讯冶微信公
众号袁即可免费获取精美礼品一份遥 本次
活动赠送的礼品包括饮料尧纸巾尧湿巾及
趣味玩具等袁其中袁饮料分别由恒大冰泉
和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提供遥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袁新坡镇冼夫人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铭纬
摄影报道冤14 日袁 第十八
届海口冼夫人文化节 正
在如火如荼进行中遥 在海
口新坡镇冼夫人文 化 节
主会场袁当地群众举行盛
大祭祀仪式袁纪念民族英
雄冼夫人袁 民俗展演尧装
军巡游等活动陆续 闪 亮
登场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在
现场的市民和游客关 注
野国际旅游岛商报冶 微信
公众号和下载安装野海拔
资讯冶APP袁即有精美礼品
相送遥

亲，平行进口车上牌流程来了
海口交警院与普通进口车注册登记流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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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馨冤近年来袁
平行进口车因车辆价格尧车型
配置等优势袁部分车型相对于
中规车具有更高性价比袁受到
不少市民的青睐袁 也逐渐 成
为更多市民的购车选择遥 针
对网络流传的平行进口 车上
牌难的问题袁海口交警表示袁
平 行 进 口 车 上 牌 登记流程与
普通进口车一致袁只要凭证材
料齐全有效袁便可轻松办理注
册登记遥
目前袁海口交警支队第一
车管所已全面实行上牌全流
程野通道式冶查验登记尧野一站
式冶制证上牌遥 平行进口车注
册登记流程尧收费标准与普通
进口车并无差异遥
海口交警 支 队 第一 车 管

所严格按照标准规范对 平 行
进口车进行查验袁一旦发现车
辆的外廓尺寸尧转向 灯尧车辆
识别代号尧产品标牌尧里程表尧
外部灯具等不符合国家标准袁
将不予办理注册登记遥 对于平
行进口车的注册登记袁将重点
查验院商标或厂标尧产品标牌尧
车辆识代号尧 发动机号码尧警
告性文字尧排气管尧车速表尧号
牌板渊架冤尧信号装置尧车辆外
廓尺寸测量等标准遥
海 口交 警 提 醒 广大 购 买
平行进口车的车主袁只要凭证
材料齐全有效袁并符合查验标
准皆可办理注册上牌袁切勿轻
信野非法中介冶收费可快捷代
办的谎言袁车主可自行到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一 车 管
所依照流程办理袁避免因中介
代办增加额外费用遥

收费标准院130 元
平行进口车注册登记收费标准
机动车号牌工本费院
机动车行驶证院
机动车临时号牌院

扫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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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登记证书院
共计院

100 元/副
10 元/本
5 元/张渊核发 2 张冤
10 元/本
130 元

名词解释
平行进口车

上牌流程

汽车生产厂商授权销售体系之外袁由
除总经销商以外的其他进口商从境外进
口的汽车曰根据进口地不同袁一般可分为
野美规车冶尧野中东版车冶尧野欧规车冶等袁以区
别于授权渠道销售的野中规车冶遥

进 入 查验 通 道 尧
拓印车辆识别代号尧
查验车辆尧业务受理尧
选号缴费尧领取牌证

要要
要海南省烟草专卖局野3窑15冶销毁假烟活动纪实
量发展和海南自贸区渊港冤建设的
坚定信心和决心袁为下一步全省烟
草行业深入开展 野海南无假货冶品
牌建设行动袁 打造诚信尧 守法尧公
平尧 公正的卷烟市场消费环境袁实
现野海南无假货冶品牌效应等工作
打下了坚实基础遥
2018 年以来袁海南省烟草专卖
局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野海南无假
货冶品牌建设行动部署袁积极开展
卷烟打假打私工作袁 联合公安尧市
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持续开展卷 烟
市场专项清理整顿等行动袁严厉打
击了一大批涉烟违法犯罪分子袁维
护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遥 据统
计袁2018 年全省各级烟草专卖管理
部门共查获各类涉烟违法案件
2519 宗袁其中假烟案件 1716 宗袁符
合国家标准的 7 宗袁符合省级标准
的 8 宗 袁5 万 元 以 上 假 烟 案 件 56
宗遥 查获各类违法卷烟 2540 多万
支袁 其中假烟 1717.96 万支袁 拘留
61 人袁逮捕 42 人袁判刑 8 人遥海口尧

三亚尧儋州尧琼海市级局及屯昌尧澄
迈尧保亭县级局共办理了 6 宗千万
元以上案件袁三亚市局查办的野4窑
8冶案件案值更是达到了 4200 多万
元袁是我省烟草行业近年来破获的
最大案值案件袁取得了良好社会影
响袁有力地维护了专卖法律尊严和
我省卷烟市场秩序遥
2019 年海南省烟草专卖局将
按照省委尧省政府的部署袁认真贯彻
全国烟草工作会议尧 全省烟草工作
会议精神袁扎实落实野海南无假货冶
品牌建设行动各项工作袁 深入推进
卷烟打假打私袁 努力打造诚信尧公
平尧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遥一是深化
卷烟打假打私联合机制建设遥 坚持
和完善野政府领导尧部门联合尧多方
参与尧密切协作冶的打假打私体系袁
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
制袁不断加强执法机制建设遥建立完
善烟草尧公安联合执法机制袁持续加
强卷烟打假打私机制保障遥 二是继
续保持卷烟打假打私高压态势遥 以

冷空气“打卡”
今日天气凉爽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王凤冤新一股冷空气再度光临
琼岛袁小岛再度被阴雨天接手袁当然袁
大家喜欢的凉爽天也回来了浴 不少小
伙伴直呼要珍惜这为数不多的凉爽
天啊袁毕竟月份到了袁海南的野特产冶
酷热天气也快来临了浴
受新的一股冷空气影响袁15 日袁
北部尧中部和东部地区最高气温下降
至 22耀25益袁 其余地区 26耀30益袁全岛
最低气温 19耀22益曰16 日起全岛气温
回升遥
17 日袁受东南气流影响袁海南岛
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阵雨或雷阵雨遥各
地气温继续回升袁 最高气温北部尧西
部和南部地 区 28耀31益袁 其 余地 区
26耀28益袁全岛最低气温 21耀24益遥

儋州沉香种植
示范基地挂牌

“海南无假货”
品牌建设 烟草在行动
商报讯渊通讯员 陈敏 张肖冤 在
野3窑15冶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
际袁 海南省烟草专卖局在中电国际
新能源海南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全省
烟草行业野海南无假货冶品牌建设行
动野3窑15冶销毁假烟活动遥 为保护生
态环境袁本次集中销毁活动秉承野绿
色尧低碳尧环保冶的理念袁采用环保式
焚烧发电的方式集中销毁假烟袁无
害尧无污染遥据中电国际新能源有限
公司技术人员介绍袁 假冒卷烟属于
优质焚烧发电原料袁 本次集中焚烧
的 2117 万支假烟袁 可直接发电约
15000 度遥
集中销毁假烟活动袁是我省烟
草行业近年来组织开展的规模最
大尧 数量最多的一次销烟行动袁是
全省烟草行业开展 野海南无假货冶
品牌建设行动的重要举措袁充分显
示了我省烟草专卖部门严厉打击
各类涉烟违法活动袁切实维护国家
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袁着力净化全省
卷烟市场环境袁助推烟草行业高质

文化节主会场可谓人山人海袁装军巡游活
动举行时接近中午袁许多围观群众来到活
动展位扫码关注官微和下载 野海拔资讯冶
APP 领取礼品遥 因为天气较热袁人们大都
选择饮料解渴袁不少有孩子的市民则选择
领取趣味玩具袁 而女性多数倾向于丝袜尧
丝巾等物品袁现场的礼品仅上午便被领完
一大半遥 活动现场还设有免费 wifi袁方便
群众能顺利下载 APP遥 15 日袁商报仍将在
军坡节设点推广袁礼品有限袁送完为止遥
据悉袁冼夫人文化节历史悠久尧底蕴
深厚袁2005 年入选第一批海南省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遥文化节再现了民间百
姓传统纪念活动袁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的传承和保护袁推动本土民俗文化的发
展遥 第十八届海口冼夫人文化节从 3 月
12 日至 18 日持续举办袁除了新坡镇的主
会场袁在城西镇尧遵谭镇和中山街道还设
置了三个分会场遥

野海南无假货冶 品牌建设行动为抓
手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多轮次尧有重
点的卷烟市场整治行动袁 强化对制
假贩私源头的打击和治理袁 立足破
网络尧 抓主犯袁 集中力量侦办大要
案袁 加强对物流寄递环节和新型烟
草制品的监管袁 运用现代化信息技
术袁遏制增量尧消减存量袁着力净化
全省烟草市场秩序环境遥 三是加大
宣传教育遥充分利用行业门户网站尧
微信公众号等媒介袁持续宣传野海南
无假货冶品牌建设行动和野12345冶政
府服务热线袁 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
例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袁普及真伪卷
烟鉴别知识袁提升消费者维权意识袁
营造我省良好的卷烟消费环境遥 四
是强化专卖队伍建设遥 狠抓专卖队
伍的政治学习教育尧 业务素质等教
育培训袁 加强专卖队伍作风纪律督
查袁打造一支有信念尧敢担当尧高技
能的专卖队伍袁 维护好国家利益和
消费者利益袁 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渊港冤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遥

沉香进入百姓家
带鼓农民钱袋子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符雄助冤3 月 12 日袁恰逢中国
第 41 个植树节之际袁 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和海南
荣屿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荣屿
公司所 在 地要要
要海 南 儋 州松 涛 水 库
旁袁联合举办沉香联合示范基地挂牌
仪式暨支部植树共建活动遥 建立沉香
联合示范基地袁目前已种植 2 万余株
沉香树袁实现科研尧种植尧加工尧营销
的全链条配套袁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发
展袁增加农民收入遥
据了解袁 沉香 过去 作 为 药 品和
奢侈品存在袁 很多消费者对沉香制
品望而生畏袁不仅价高袁而且难辨真
伪遥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介绍袁沉香联
合示范基地建设袁 让更多的人能从
种植沉香中得利袁从使用中受益袁让
沉香走入寻常百姓家中袁 带鼓农民
的钱袋子遥 海南荣屿沉香基地占地
一千余亩袁 目前已 种植 2 万余株沉
香树袁其中包括一万株新型奇楠遥 今
年计划再种植 6 万株袁 达到 8 万株
规模袁同时引进国外沉香树种袁形成
世界沉香博览园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