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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重大节假日 7 座以下渊含 7 座冤小客车通行附加费退付公告征求意见

@ 海南车主，有一笔钱快来申领
三种退费申请方式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 4 月 15 日袁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发布 叶关于 2019 年
重大节假日 7 座以下渊含 7 座冤小型客车机动车辆
通行附加费退付的公告曳渊征求意见稿冤渊以下简称 叶公
告曳冤袁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遥 该局欢迎广大市民尧社会单位
对公告内容提出意见或建议袁请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 17 时前以传真方式 渊传真电话院089868682068冤反馈至该局办公室遥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注意到袁有三种退费申请
方式袁即登陆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官方网站袁点击重
大节假日退费通道袁将所需材料拍照上传袁并按其
相关要求办理曰自行召集满 50 位及以上的车主袁将
所需材料复印后袁致电 68606060 预约征稽人员上门
办理曰至省内任一征稽分局窗口办理遥 渊退付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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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冤曰
需要留心的是袁车主申请一次袁在机动车检验
合格标志的有效期内都可连续使用曰车主去年申请
却未收到退费款的袁 今年若重新提交申请资料袁也
可收到去年申请的退费款曰征稽分局窗口受理时间
为 3 月 1 日-11 月 30 日曰 网上申请时间为 3 月 1
日-11 月 30 日曰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渊海口市杜
鹃路 1 号冤不受理退费业务遥

7 座以下小客车 可退付通行附加费
叶公告曳指出袁2019 年海南省重大节假
日 7 座以下渊含 7 座冤小型客车渊不包括使
用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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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省籍汽油小客车冤 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
退付工作已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开启遥 车主

7 个关键点

可在省内任一征稽分局或网上申请办理遥
申请截止日期为 11 月 30 日遥
叶公告曳表示袁退费相关信息仅针对 7 座
以下渊含 7 座冤汽油机动车袁柴油机动车在
缴纳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时自动扣除节假
日天数计征遥

申请材料个人和企业全在这里
叶公告曳明确袁办理退费的申请材料袁个
人需提交的申请材料院 有效的机动车行驶
证复印件渊正反面冤尧有效的机动车检验合
格标志渊正反面冤尧车主身份证复印件渊正反
面冤尧车主银行账号及开户银行名称遥 需要
注意的是袁机动车行驶证尧身份证与银行账
户名称须一致袁 机动车年审必须在海南省
内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必须在有效期内遥

企业需提交的申请材料院 有效的机动
车行驶证复印件渊正反面冤尧有效的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渊正反面冤尧组织机构代码证
复印件渊正反面冤尧企业银行账号及开户银
行名称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机动车行驶证尧组
织机构代码证与银行账户名称须一致袁机
动车年审必须在海南省内袁 机动车检验合
格标志必须在有效期内遥

那么袁有哪些关键点呢钥 叶公告曳显示袁有 7 个关
键点袁具体是院1尧填写资料后要认真检查袁仔细核对
银行卡号尧电话号码袁节省退费时间曰 2尧为避免集中
办理退费申请带来的不便袁 车主在办理退费申请
前袁可先咨询交通规费征稽部门袁合理地选择办理
的地点尧时间和方式曰3尧征稽部门为车主免费提供
证件复印服务袁车主也可自行携带复印件袁减少办
理时间曰4尧请车主提供卡面标有银联标识的储蓄卡
渊借记卡冤银行账户袁暂不支持信用卡曰5尧由于银联
平台暂不支持存折转账业务袁如申请时提供的是银
行存折账户或收到提示为野无效商户冶短信的车主袁
建议更换为卡面标有银联标识的储蓄卡渊借记卡冤曰
6尧收到退费短信提示为野无效卡号冶的车主袁您提交
退费申请的银行账户可能存在销户尧锁密尧账户冻
结尧挂失尧卡号填写错误等原因导致退费资金无法
转入袁具体原因请您咨询发卡银行袁并及时到征稽
分局或上网自行更换有效的银行账户曰7尧目前海南
省交通规费征稽局唯一退费短信息通知号码为院
1065730383850袁请各位车主注意识别遥

“热”情难却！琼岛本周最高 39℃
前期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 通讯员 吴洁飞 李春娃冤
不知道上周小伙伴们有没有晒晒被袁还记得 8 日-11 日的高气温吧钥 琼岛西
北部地区 36耀39益袁商报君就是用这高温来给野被子冶杀菌的袁没有来得及利
用高温的袁本周中后期大家还是有机会尝试浴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袁本周前期受
弱冷空气影响袁全岛多阵雨或雷阵雨袁五指山以北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尧雷雨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曰中后期全岛天气晴好袁西北半部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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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方面院4 月 15 日-17
日袁受弱冷空气影响袁全岛多
阵雨或雷阵雨袁其中五指山以
北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尧雷雨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曰最高气温
下降袁全岛最高气温 28耀32益袁
最低气温 22耀26益遥
18 日-21 日袁受南到西南
气流影响袁 全岛晴到多云曰最
高气温西北半部地区将出 现
36耀38益尧局地可达 39益袁东南
半部地区 32耀34益袁 最低气温
西北部地区 27耀29益袁 其余地
区 24耀27益遥
海南 省 气 象 部门 本 周 农
事建议袁前期降水天气对东部
和南部地区早稻抽穗扬花 不
利袁需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早稻
扬花期花粉落败遥 后期西北半
部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袁当地
早稻尧果树等农作物需加强水
肥管理袁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
发育遥

海南省气象部门本周增雨
作业建议袁 预计 15 日耀17 日袁
全岛受弱冷空气影响袁 各市县
将有不同 程 度 的 增雨 作 业 条
件遥建议临高尧澄迈等有增雨需
求市县可结合前期降水尧 当地
旱情尧 森林火险等级择机开展
增雨作业袁 其他市县请密切关
注旱情发展及森林火险等级情
况袁做好作业准备工作遥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袁强
对流天气发生时袁 请一定要注
意保护好自己遥遇到雷雨天气袁
首先要做好雷电灾害的防御遥
尽量减少外出袁关闭门窗尧切断
电源尧不要打手机尧接电话曰在
室外袁不要到树下尧电杆下尧塔
吊下躲雨袁 而应到有防雷设施
的建筑物或汽车内躲避遥 雷雨
天气来临前或发生时袁 往往风
很大袁要做好大风的预防遥本周
中后期将出现高温天气袁 大家
要注意防暑防晒遥

光大银行独家主承销中铁四局首期应收账款 ABN
商报全媒体讯 渊记者 郭尚冤近
日袁 光大银行携手中铁四局集团有
限公司成功发行中铁四局 2019 年
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渊ABN冤遥 本
期 ABN 由中国光大银行独家主承
销袁 中铁信托作为发行载体管理机
构袁储架规模 40 亿元袁首期发行规
模 20 亿元袁基础资产为中铁四局依
据工程项下对付款人享有的应收账
款债权遥
本期 ABN 是安徽省首单野央企
ABN冶遥 发行期间该项目受到众多机

构投资者高度认可袁 最终票面利率
4.27%袁 创同期限市场同类 ABN 产
品最低遥 此次应收账款 ABN 的发
行袁有效加快了企业资金周转尧优化
债务结构袁增强存量资产流动性袁为
央企在野降杠杆冶尧野压两金冶方面探
索了切实可行的成功案例遥
近年来袁 光大银行已主承销了
全国首单野纯双绿冶中电投融和租赁
ABN尧全国首单野央企物业费冶信达
地产 ABN尧全国首单野中小企业租
赁债权债券通冶 远东租赁 ABN 等

多单市场首发证券化产品遥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是央企
中国中铁旗下唯一一家 AAA 级主
体子公司袁 是中国中铁旗下标杆子
公司袁成立于 1986 年袁拥有铁路工
程尧建筑工程尧市政公用尧公路工程
四项特级资质袁 以及铁道行业甲二
级尧建筑行业尧市政行业尧公路行业
四项甲级设计资质袁为安徽省以及中
国中铁系统首家野四特四甲冶企业遥
公司拥有国外工程承包资质和对外
经营权袁除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外袁业

务范围还覆盖建筑勘察设计尧 铁路
运营服务尧交通园林等多个领域遥
此次中铁四局 ABN 项目的成
功落地袁 将推动更多大型央企参与
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遥 光大银行将
继续响应中央号召袁 进一步发挥光
大集团大金控整合优势袁 为央企定
制个性化专属方案袁 创新降杠杆模
式袁并逐步延伸服务触角袁不断累积
行之有效的经验并向企业提供多元
化融资服务袁 帮助实体企业盘活存
量资产袁拓宽融资渠道遥

咨询电话

海南省 交 通 规 费征 稽 局 24
小时咨询电话院0898-68606060
各市尧 县分局咨询电话院渊区
号 0898冤

海口分局 66565924
琼山分局 65988812
文昌分局 63286191
琼海分局 62935030
万宁分局 62223597
陵水分局 83327380
三亚分局 88868061
定安分局 63822157
屯昌分局 67812331
琼中分局 86238118
保亭分局 83666415
澄迈分局 67622737
临高分局 28285209
儋州分局 23882020
白沙分局 27722738
昌江分局 26651857
东方分局 25595818
乐东分局 85523373
五指山分局 86622290
洋浦分局 28816807

海文高速K50至K51段施工

实施交通管制
车辆无需绕行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4 月 15 日袁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海南省公路管理局获悉袁
因对 G98 海文高速公路英城互通跨
线工程施工建设的需要袁为保障工程
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施工安全袁 交警
和公路两部门双方计划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至 11 月 30 日对 G9812 海文
高 速 公 路 K50 +600 至 K51 +300 段
渊共 700 米冤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遥 管制
期间袁封闭管制路段的左幅渊文昌往海
口方向冤袁右幅渊海口往文昌方向冤双向
通行遥
该局提示袁 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
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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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我省首家自然学校
落户海口演丰镇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茹冤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
海南省教育厅了解到袁4 月 13 日袁海
南桃花源自然学校渊以下简称野自然
学校冶冤在海口演丰镇正式揭牌成立袁
校区紧邻海南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遥
目前该自然学校开设面向 6 至 10 岁
儿童的自然课程袁 课程内容涵盖植
物尧昆虫尧动物尧生态尧湿地等观察体
验课遥据了解袁今年 4 月 20 日袁桃花源
自然学校将正式开学遥
据介绍袁 海南之前从未有过自然
学校袁现如今开办是为了把自己多年
的自然教育经验和精彩的课程都在一
个固定的场所进行定期的呈现袁 自然
学校不仅有系统的自然课程学习袁还
能充分地尧深入地尧持久地沉浸于自
然当中观察四季的变化和植物的生
长历程袁让家长和孩子们了解自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