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
超 实习生 陈勇合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林
馨 钟玲冤2018年 12月 8日 5时许袁黄某增渊男袁
20岁冤驾驶一辆小型客车袁沿海环岛高速公路由
海口往澄迈行驶遥 当车辆行驶至海南环岛高速公
路 595km+634m路段时袁追尾撞上一辆由吴某清

渊男袁31岁冤驾驶尧因故障停放在应急车道内的重
型仓栅式货车遥 事故造成黄某增当场死亡遥

海口交警对调查后认为袁当事人黄某增未确
保安全驾驶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曰此外袁吴某清
驾驶机动车发生故障后袁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
并及时报警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
超 实习生 陈勇合冤近日袁海口市民冯先生打进国
际旅游岛商报热线咨询袁称其野交管 12123冶APP
的登录密码忘记了袁 同时更换了注册的手机号
码袁应该问如何找回密码钥

针对冯先生的情况袁记者联系并咨询了海口

交警支队相关工作人员袁他说院野车主忘记密码且
注册手机号码不再使用的袁 可以通过 耶交管
12123爷手机 APP重新注册袁输入新手机号码通过
本人认证后即可完成注册袁 原注册信息将被替
换袁也可通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修改手机号码并
重置密码遥 冶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实习生 陈勇合冤日前袁海口市在中
心城区设置了公交车专用道袁 使用时间为
7:00-9:00和 17:30-19:30两个时间段 渊节
假日除外冤遥 公交车专用道启用后袁部分车
主仍然在限定时间内占用公交车专用道行
驶袁对此袁海口交警根据相关法规袁对违规
车辆进行曝光遥

据了解袁 此次曝光的车辆共有 10辆袁
根据相关规定袁 海口交警对违规车辆处以
罚款 100元袁记 3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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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野全待转+可变车道冶交通组织打造通畅出行

龙昆南大转盘每小时多通行3186辆车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柯育超 实习生 陈勇合 特约记者 陈
世清 通讯员 林馨 钟玲冤海口市龙昆南
路与南海大道交叉路口是海口市交通
流量最大尧进出口车道最多尧道路最宽
的交叉路口袁同时也是城市南北交通动
脉的交汇点遥 为有效缓解该路口的交通
压力袁 让市民感受更加通畅的出行体
验袁海口交警支队在该路口实施了全待
转交通组织改造袁同时还试点运行可变
车道交通组织优化方式遥 经半个月的运
行袁根据海口交警支队通过野城市大脑
交通大数据平台冶对该路口实施交通优

化改造前后的数据进行对比显示袁高峰
时段袁龙昆南路与南海大道交叉路口平
均延误减少 17秒袁降低 13.9%袁各方向
平均排队长度减少 73米袁 降低 25.4%遥
每小时可多通行 3186台车袁 通行能力
提升了 29.7%遥
目前袁海口交警部门已在国兴大道

与五指山南路交叉口尧国兴大道与美苑
路交叉路口尧龙昆南路与海德路交叉路
口尧 龙昆南路与椰海大道交叉路口尧龙
昆南路与南海大道交叉路口 5 个交通
流量较大的主干道路口实施全待转交
通组织改造袁通行能力得到明显提升遥

占用公交车专用道
10辆车罚百元记 3分

“交管 12123”APP忘记密码，咋办？
海口交警院重新注册即可

货车因故障停放高速路应急车道

男子开车追尾货车当场身亡扫码添加椰
城交警微信公众
号尧新浪微博和客
户端袁既可了解海
口公安交警最新
资讯动态袁还可享
受更多便民服务遥野椰城交警冶

新浪微博二维码
野椰城交警 APP冶

二维码
野椰城交警冶
微信二维码

可变导向车道是指可根据不
同时段交通流量变化而更改行驶
方向的车道袁可有效缓解交通压力遥
海口公安交警已根据不同时段的

交通通行情况袁 对龙昆南路与南海
大道交叉路口的可变车道的行驶进
行调整袁在途经该路口时袁驾驶人可
根据交通诱导屏的指示通行遥

路口全待转交通组织的优点
全待行是指在交叉路口处袁左

转与直行车辆提前进入待行区袁以
达到在一定时间内增加路口直行

与左转的通行流量的目的遥可以提
升路口空间资源的利用率袁有效缩
短各车道通过交叉路口的时间遥

可变车道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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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甸岛五西路要怡心路口
琼 AJX611 琼 AGS526
琼 AG0333 琼 APG665
琼 ALS898 琼 ALA169

龙昆南路与城西路口
琼 ATA177 琼 AM1289
琼 ASF117 琼 ATW556

违法地点 违法车辆

交通违法曝光栏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符雄助冤商报记者从省
旅文厅了解到袁 作为今年欢乐节
三亚分会场的主要活动之一袁野万
众争鲜冶 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系
列活动将于 12月 28日在三亚火
车头万人海鲜广场举行遥届时袁将
会吸引万名市民游客挑战吉尼斯
世界纪录 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
鲜展示冶遥目前该活动已面向市民
游客开放报名遥
据悉袁野万众争鲜冶 挑战吉尼

斯世界纪录暨三亚火车头万人海

鲜广场美食嘉年华活动袁 由三亚
火车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尧
吉尼斯世界纪录组织认证机构承
办遥 12月 28日当天袁主办方准备
的 1万斤海鲜将被放置到专门的
海鲜展示区袁 并在吉尼斯鉴定员
的鉴定下进行称重纪录后袁 在海
鲜展示区集中展示五分钟遥
据组委会介绍 袁活动当天袁感

兴趣的市民游客可报名到现场亲
眼见证吉尼斯世界纪录诞生袁成
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见证者袁还
可获得见证者证书遥

万人挑战万斤海鲜
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月底三亚举行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英艳冤缺水尧干燥尧起皮尧小细纹
噎噎一到冬季袁很多女生的皮肤状态会
变得很差袁更令人心烦的是袁脸上卡粉尧
起皮袁让整个容妆看起来就像是车祸现
场遥 要想在冬季远离干燥袁从护肤品的
选择尧护肤的步骤到水温的控制都有讲
究遥 冬季如何更好地护肤袁海南省妇女
儿童医学中心医学美容科主任王燕为
大家支招遥
王燕表示袁干性皮肤在冬季很容易

起皮干燥袁缺水袁严重的话还容易过敏袁
时间长了就会长一些小细纹袁所以做好
保湿工作非常重要遥

做好以下这些步骤袁 脸更滑嫩院

1尧使用洗面奶洁面部遥 最好用温水洗
脸袁 因为温水能够更好的将脸上的脏
东西清理干净的遥2尧使用爽肤水遥不少
洗面奶会使面部的皮肤紧绷袁 这时拍
上适量的爽肤水袁 会使紧绷的皮肤得
到有效的缓解袁 爽肤水会有补充皮肤
水分的作用遥 3尧使用精华液袁可以起
到修复以及强力补水的作用遥 4尧使用
乳液遥在炎热的夏天可以选择清爽稀
释型的保湿乳袁冬季可外用油脂含量
高且滋润型的乳液使用袁可以加强保
湿的力度袁使皮肤更好的锁住内部的
水分袁皮肤水分保持平衡不容易出现
敏感肌肤袁擦上粉底后也不会出现卡
粉及起皮现象遥

省气象部门预计袁本周受多股干冷空
气影响袁全岛多云间晴袁气温普遍偏低遥今
年第 28号台风野北冕冶3日夜间到 4日早
晨进入南海东部海面袁对海南省陆地和近
海无直接影响遥

预计袁今年第 28 号台风野北冕冶3 日
夜间到 4日早晨西行进入南海东部海面袁
5日后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袁并逐渐减弱消
失袁对海南省陆地和近海无直接影响遥 受
野北冕冶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袁3日夜间-6日袁
南海东部和三沙海域将有强风雨天气遥
预计 3日-7日袁受干冷空气影响袁全

岛多云间晴袁气温持续下降袁过程最低气
温将出现在 6耀7日夜间遥最低气温东部和
南部地区 12耀15益袁中部山区 5耀7益袁其余
地区 8耀11益曰 最高气温南部地区 22耀
25益袁其余地区 19耀22益遥

8日袁全岛晴间多云袁各地气温缓慢
回升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铭纬冤2日袁国
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发展改革委获悉袁 根据国家发
展改革委官网新闻发布中心 2日公布的国内成品油价格调
价信息袁国内汽尧柴油价格渊标准品冤每吨分别提高 55元和
50元遥 海南省发展改革委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调
整海南省汽尧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袁自 12月 3日零时起执行遥

调整后袁92#汽油每升 7.92元袁 每升上调 0.05元曰95#
汽油每升 8.40元袁 每升上调 0.05元曰0#柴油每升 6.52元袁
每升上调 0.04元遥
同时袁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袁海南省车用压缩

天然气销售价格从每立方米 4.67元 渊等值换算每公斤 6.49
元冤调整为每立方米 4.7元渊等值换算为每公斤 6.53元冤遥

我省今起油价上涨

92号汽油每升上调 5分钱

本周两股强冷空气影响海南 气温野直线下降冶

最低 “年底速冻模式”开启
海南冬季如何护肤？专家给你支招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
凤冤2019年最后一个月袁冷空气升级袁从当初的
野敷衍式降温冶变得务实起来袁随风入夜袁气温
野滑梯式下降冶遥本周袁冷空气着实强势袁开启野年
底冲刺模式冶袁两股较强干冷空气带你开启野海
南的冬天模式冶袁 小伙伴们的短袖可以收一收袁
压箱底的羽绒服该拿出来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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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1. 表中价格包含
消费税尧 增值税以及城建
税和教育费附加遥 2.表中
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
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
VIA 车用汽油和 VI 车用
柴油价格遥 3.汽尧柴油第六
阶段标准品分别为 89 号
汽油和 0号车用柴油遥 4.
表中每升汽油含 1.05 元
车辆通行附加费袁0 号柴
油未含车辆通行附加费遥

海南省汽尧柴油
最高零售价格表

92#汽油

95#汽油

0#柴油

品 名
最高零售价格

9095

9610

7580

元/吨

7.92

8.40

6.52

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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