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电源线路老化发生短路袁 汽车超负荷装
载袁造成发动机温度升高袁再加上天气酷热袁发动
机通风设备不好袁易引起汽车自燃遥 因此袁驾驶员
应当经常检查车辆袁定期保养遥

汽车内不要放置香水尧 打火机这类易燃易爆
物品袁高温天最好将车停放在阴凉地方遥

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袁 家用电器不应频
繁插拔电源插头袁 要经常检查电热器具的绝缘导
线线芯袁及时更换残旧超龄的电线袁家庭用户要安
装漏电保护开关袁对电源开关尧插座的安装必须严
格执行有关施工安装规程袁采取防火隔热措施遥

如今袁很多小区的楼道尧楼梯间都堆放杂物袁
消防车通道也停放车辆袁 这对消防救援造成了很
大难度袁居民不能轻视消防通道袁应从我做起遥
要谨防电器设备及其安装不符合规格尧 绝缘

不良尧电器线路和电器老化或者超负荷等问题曰不
能在电灯泡上罩纸或其他可燃物曰 使用家用电器
后切记关掉电源遥

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袁 应立即关闭气阀和炉具
开关并打开门窗袁 此时不要开关室内任何电器或
使用室内电话袁 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立刻敲门
通知袁切勿使用门铃遥 发生燃气泄漏以后要立即通
知燃气公司处理袁切勿私自解决遥

不能乱扔烟头曰避免在床上尧沙发上吸烟及酒
后吸烟袁烟头及烟灰一旦掉落在被褥尧蚊帐尧衣服
或沙发上袁均易引发火灾遥

商报记者 11日从海南省
气象台了解到袁预计琼岛本周
前期全岛有一次降雨尧降温天
气过程袁 局地伴有短时强降
水尧 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袁
后期全岛以晴间多云为主袁西
北部地区将再次出现大范围
高温天气遥
预计 5月 11日耀13日袁受

弱冷空气影响袁全岛大部地区
多云袁有阵雨或雷阵雨袁局地
伴有短时强降水尧雷雨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 曰5 月 14 日 耀17
日袁转受西南气流影响袁全岛
晴间多云袁北半部局地午后有
阵雨或雷阵雨遥

5月 11日耀13日袁各地气
温普遍有所下降袁全岛大部地
区最高气温可降至 30耀34益袁
最低气温 22 耀25益 曰5 月 14
日耀17日袁 最高气温西北部地
区可升至 35耀38益袁 其中 15
日耀16日将再次出现大范围高
温天气袁其余地区 33耀35益袁最
低气温中部地区 22耀25益袁其
余地区 25耀28益遥
预计 5月 11日耀13日袁北

部湾海面袁琼州海峡袁海南岛
西部和东部海面袁多云有雷阵
雨袁东北风 5 级尧雷雨时阵风
7耀9级曰 海南岛南部海面袁西
沙尧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

风力 5级尧 阵风 6级遥 5月 14
日耀17日袁各预报海区风力 5耀
7级遥

此外袁 海南省气象台预
计袁13日前后在菲律宾以东的
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可能有热
带气旋生成袁该热带气旋生成
后向偏西方向移动袁穿过菲律
宾群岛于 15日夜间进入南海
东部海面袁之后可能转向偏北
方向移动并趋向巴士海峡袁对
海南省陆地和近海无影响遥 受
热带气旋影响袁南海东部海域
风力将逐渐加大袁请上述海域
过往船只注意避开大风影响
区域遥

海南省气象部门本周农
事建议院本周前期有短时强降
水等强对流天气袁各地需关注
天气预报袁已经成熟的早稻做
好收割尧 晾晒和入库工作袁荔
枝等果树应及时采摘上市袁防
止落果遥 另外袁后期将出现大
范围高温天气袁各地农作物需
采取措施减轻高温带来的不
利影响遥

海南省气象部门本周增
雨作业建议 院5 月 11 日 耀13
日袁全岛大部地区有较好的增
雨作业条件袁建议有需求的市
县可根据当地实际开展人工
增雨作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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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
明锋 通讯员 符转冤 5月 11日上午袁 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袁为
进一步方便旅客出行袁 海南环岛高铁继 4月 13
日零时起第一批 17个车站实施野验检合一冶后袁
将于 5月 13日零时起对第二批文昌尧 琼海尧万
宁尧陵水尧白马井站共 5个车站实施野验检合一冶遥

据介绍袁实施野验检合一冶的车站撤销原实

名制验证岗位并取消其验证功能袁在检票处同
步实施实名制验证和检票野双功能冶袁简化旅客
乘车流程遥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袁疫情防控期间袁坚

持文明出行袁请配合车站做好测温工作袁做好个
人防护袁戴好口罩尧勤洗手袁在候车室分散就坐袁
排队时保持相应距离袁共同维护健康安全的出
行环境遥

记者了解到袁国家专项计划设 6个院校专
业组志愿袁每个志愿可填报 6个专业志愿及服
从专业调剂志愿遥 填报志愿的时间与本科提前
普通类填报志愿同时进行遥 按照平行志愿的投
档模式给学校投档袁录取工作安排在本科提前
普通类结束后进行遥

地方专项计划设 3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袁每
个志愿可填报 6个专业志愿及服从专业调剂志
愿遥 填报志愿的时间与本科普通批填报志愿同
时进行遥 按照平行志愿的投档模式给学校投档袁
录取工作安排在国家专项计划结束后进行遥
高校专项计划设 1 个院校专业组和 6个

专业志愿遥 填报志愿的时间与本科普通批填
报志愿同时进行曰 投档录取安排在本科提前
部分的特殊类型进行袁 在本科普通批开始前
完成录取遥

志愿填报具体时间详见我省高校招生填报
志愿公告遥 未经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不合格者
所报志愿无效遥 录取结果在有关高校和省考试
局网站公示遥
据悉袁申请报考高校专项计划的考生袁须在

5月 25日前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野高校专
项计划报名系统冶完成报名申请遥 6月 1日前袁
省考试局向实施高校专项计划市县招生办反馈
在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申请报考的考生名单袁
有关市县招生办根据野琼教办也2016页40 号冶文
件划定的农村区域范围考生袁 结合考生报名户
籍尧学籍的审查结果进行审查确认遥 6月 10日
前有关市县招生办要完成审查确认工作并将初
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名单进行公示袁6月 16
日前将初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名单造册上报
省考试局遥

专项计划招生安排出炉

考生须25日前
完成报名申请

降雨降温！海南强对流天气来袭
受弱冷空气影响袁11日至 13日有阵雨或雷阵雨 本周后期将再次出现高温

文昌、琼海等 5个高铁站
明日起实施“验检合一”

海南考生
注意啦！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 时值盛夏
酷暑袁天气炎热袁海南人民又开启野烤火冶模式袁连续的高温天
气袁使得易燃易爆危险品受高温作用危险系数增加袁连日高温
除了做好必要的防暑降温措施以外袁 更需要注意加强消防安
全工作遥

夏季高温天气历来是易燃易爆危险品尧电器尧汽车尧柴草
堆垛等火灾多发季节遥 为有效保障居民人身及财产安全袁海南
消防总队就如何预防尧杜绝可能引起的火灾事故袁也多次给出
了相关建议遥

专家说院野夏季高温切忌乱拉乱接电线袁不超负荷用电袁及
时更换维修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袁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遥 在
家庭轿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尧香水尧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袁在
家中使用蚊香时袁要放在金属支架上袁并将支架置于不燃烧的
器皿内袁不要靠近蚊帐尧被单尧衣服等可燃物遥 遇到火灾要沉着
冷静袁不乘坐普通电梯袁不盲目跳楼袁不贪恋贵重物品袁不重返
回火场遥 当烟火封门时袁可退回屋内袁紧闭门窗袁发出求救信
号袁等待救援遥 冶
市民在夏季居家生活营造舒适环境时袁 必须提高警惕袁及

早发现隐患尧消除隐患袁一起度过清凉安全的夏天遥

夏季高温天气导致火灾多发

这份消防安全秘籍要记牢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上
周袁高温炙烤袁热浪来袭袁气温创新高遥 本周初气温微
降袁天气从非常热变成热袁相较于上周袁5月 11日的气
温已称得上野温柔冶遥由于弱冷空气的出场袁高温将暂时
小别袁不过袁五月的冷空气已经远远不如四月袁想要野免
费空调日冶已经是不可能袁夏天稳稳继续主场遥

预防火灾这样做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王茹冤 5月 11日袁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教育厅获悉袁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尧国务院关于重
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有关部署袁结合我省实际袁省教育
厅发布 2020年重点高校在琼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的通知遥

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