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兰机场开通

海口至柬埔寨
西哈努克国际航线

海南省气象台预
计袁未来一周袁海南岛

多阵性降水曰后期北半部部分市县
将出现高温天气遥 菲律宾以东洋面
有热带气旋发展袁 将于 17日进入
南海东北部海面袁对海南岛及近海
无直接影响遥

陆地方面院7 月 15 日耀17 日袁

受偏南气流影响袁全岛多云袁北部尧
西部和中部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
雨遥最高气温北半部地区 35耀37益袁
南半部地区 33耀35益曰最低气温内陆
地区 24耀26益袁沿海地区 26耀29益遥

18 日袁受西北气流影响袁全岛
多云遥 最高气温东南半部地区 35耀
37益袁西北半部地区 34耀36益曰最低

气温内陆地区 25耀27益袁 沿海地区
27耀30益遥

19 日耀21 日袁 受西南气流影
响袁全岛多云袁北部和东部的局部
地区午后有雷阵雨袁南部局地有阵
雨 遥 最高气温北半部地区 36 耀
38益袁南半部地区 33耀35益曰最低气
温变化不大遥

38℃！琼岛“焖蒸”未退高温又现
有热带气旋发展 对海南岛及近海无直接影响 出行要注意防暑防雷防雨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
育超冤近日袁海南网友的微信朋友圈中流传着
一则消息院 公安部发布了最新通告袁8月 1日
起车牌绑定驾照袁消分野实名制冶袁原因是为了
杜绝黄牛党袁以治理销分乱象袁此外袁通告还
称违章者今后也不能用家人的驾照进行代扣
分遥 消息中还添加了一张公安部新闻发布会
的资料图片袁使得部分网友信以为真遥

7月 15日袁商报记者就此事询问了海南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袁据其表示袁该消息
系谣言袁请广大车主网友切勿轻信遥 此外袁记
者在网上查阅后发现袁该谣言消息早在今年
6月份袁已在其他省份流传袁而公安部交通管
理局也于 7月 5日在其官方微信平台上进
行了辟谣院此条信息为假新闻浴 目前袁关于机
动车与驾驶证绑定尧处理交通违法记分等方
面无任何新规出台袁依然按原规定执行浴

那么 野原规定冶 又是什么呢钥 据了解袁
2018年 2月袁为了让群众通过互联网处理交
通违法更方便袁防范野黄牛冶非法牟利袁公安
部交通管理局完善了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
服务管理平台袁在原有可处理本人名下机动
车交通违法的基础上袁新增了自助处理非本
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功能遥

2018年 8月袁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再次
对公安部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渊www.122.gov.cn冤以及 野交管 12123冶手机

APP渊以下统称野公安部交管服务互联网平
台冶冤交通违法自助处理功能进行了优化遥主
要内容有院
第一袁备案非本人名下机动车的途径遥需

要自助处理非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的驾
驶人袁可前往交管部门业务窗口或通过野交管
12123冶APP将该车辆备案到本人名下遥 备案
后可以处理自备案之日起发生的有记分且单
笔罚款金额不超过 200元的交通违法行为遥
渊注院本人名下机动车袁注册当并登录公安部
交管服务互联网平台后会自动关联遥 冤
第二袁备案后袁可自助处理的交通违法的

范围遥 1尧 处理本人名下机动车交通违法袁需
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院淤由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记录的袁于单条罚款金额不超过 200元袁盂待
处理违法行为的记分分值袁与驾驶人当前累
积记分分值之和不满 12分遥2尧处理非本人名
下机动车交通违法袁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
基础上袁可自助处理无记分交通违法袁或在
备案后发生的有记分交通违法遥
第三袁备案数量要求遥1尧每位驾驶人最多

可同时备案 3辆非本人名下的机动车袁 没有
累积数量限制遥 2尧每辆机动车渊除车主外冤最
多可同时被 3名驾驶人备案袁 也没有累积数
量限制遥 渊注院如果车主不是公安部交管服务
互联网平台的注册用户袁他的车同样可以备
案到其他驾驶人名下遥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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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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5日袁商报
记者从海口交警支队获悉袁由于海
口市政道路改造施工需要袁施工单

位将于 7月 16日 0时起袁 对海口
市大英山东二街与海府路交叉口尧
海府路与白龙南路交叉路口的互
通工程项目进行施工袁施工期间大
英山东二街与海府路交叉口将全

部封闭袁白龙南路由南向北也将封
闭施工遥 封闭施工时间为院 7月 16
日至 10月 31日遥 道路施工期间袁
途经白龙南路尧大英山东二街的车
辆可选择绕行路线遥

海口交警提醒袁请过往车辆和
行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袁
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指示通行袁或服
从交警及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和
疏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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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5
日袁商报记者从海口交警支队获
悉袁因海口绕城高速公路新建演
丰互通工程袁需在 G98 12海文
高速公路 10公里+100米路段
进行拓宽路面及跨线施工袁为确
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袁需对相
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遥

一尧 管制时间院2019年 7
月 15日至 2020年 7月 15日遥

二尧 管制路段院G9812海
文高速公路 10 公里+100 米
路段遥
三尧 管制方式院1尧2019年

7 月 15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袁封闭海文高速渊文昌往海
口方向冤10公里+100米路段袁
应急车道施工袁第一尧第二行
车道正常通行曰2尧2019年 8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袁对
海文高速 10公里+100米路段
进行全幅封闭施工袁过往车辆
请注意绕道通行遥 全封闭施工
区域设有临时疏导便道袁 途经
车辆可根据现场指示标志牌绕
行曰海口交警提醒袁道路封闭施
工期间袁 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
辆严格按沿途交通指示标志
或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绕道
行驶遥 同时袁驾驶人可通过相
关媒介及时了解道路实况袁提
前选择最佳出行路线遥

8月起车牌绑定驾照，销分要实名？
海南交警院都是假的袁车主切勿轻信

海文高速10公里+100米路段

分时段封闭施工
车辆途经请绕行

@市民，海口这两条路今起封闭施工
施工时间院 7月 16日至 10月 31日 途经车辆可绕行

绕行路线 1院海
府立交要海府二横
路要振兴南路要白
龙南二横路要白龙
南路曰

绕行路线 2院海
府立交要海府二横
路要群上路要海府
一横路要白龙南路曰

绕行路线 3院海
府 立 交要国 兴 大
道要美苑路要海府
一横路要白龙南路曰

绕行路线 4院大
英山东二街要大英
山东二路要国兴大
道要海府立交要海
府二横路要振兴南
路 要白 龙 南 二 横
路要白龙南路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符雄助 通讯员 云蕾冤 7月 15日
19时 20分袁随着海南航空 HU471航
班飞离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渊以下简称
野美兰机场冶冤袁标志着海口至柬埔寨西
哈努克直飞航线正式开通遥 这不仅是
继海口葑金边后开通的第二条柬埔寨
航线袁 也是美兰机场今年以来新开通
的第五条国际航线遥
此次海口葑西哈努克航线采用波

音 737-800机型执飞袁每周一尧三尧五
各一班袁出港航班为 HU471袁19时 20
分从海口起飞袁21 时 20 分降落西哈
努克曰进港航班为 HU427袁22时 50分
从西哈努克出发袁第二天凌晨 1时 15
分抵达海口袁以上均为北京时间遥据了
解袁 目前手机各大购票平台尧APP尧海
航官网尧旅行社都可购买机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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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最近袁除了炎热袁还有雷雨天
气的野焖蒸冶 遥闷热还未撤退袁高温又将出现袁而且菲律宾以东洋面有热带气旋发
展袁将于 17日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袁好在对海南岛及近海无直接影响遥小伙伴们
可以放心了袁不过雷雨天气频繁袁出行都得要注意野三防冶袁防暑防雷防雨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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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行提示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明整土地袁暗
来偷砂遥 7月13日袁省公安厅海岸警察
总队渊筹备组冤昌江支队新港派出所雷
霆出击袁 迅速查处一起顶风作案非法
盗采砂石案件袁现场查获违法行为人1
名尧缴获涉案工具车3辆尧查扣砂石逾
300立方米遥
当天袁 新港派出所民警巡逻至海

尾镇长山村委会长山村环村路时发现
一非法堆沙点袁 随后民警即顺藤摸瓜
在距离堆沙点约1.5公里处的长田村
水背地处将正在盗窃砂石资源的陈某
宏渊男袁56岁袁长山村人冤当场查获遥 民
警随即控制嫌疑人袁 并立即联系昌江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现场发现的相关
涉案财物进行查扣遥
据调查袁 违法行为人陈某宏在向

他人租得长田村水背地土地后袁 明面
上以平整土地种植蔬果为幌子袁 暗自
里却雇佣人员使用挖机尧 货车等工具
疯狂盗窃水背地的砂石资源袁 其将盗
挖的沙石存放于自家宅基地内遥

7月15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了
解到袁经昌江县公安局批准袁陈某宏被
依法行政拘留遥

种蔬果为幌子
暗地盗窃砂石
一男子被拘留

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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