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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大典+音乐之夜+景区优惠

一大批优惠活动
刺激海口旅游消费

在 6月 24日下午尧6月 25日上午和 27日下
午进出城高峰时段袁高速公路上车流量大袁车速
缓慢袁易发生追尾事故袁其中东线高速新坡寅定
安路段尧龙桥寅龙泉路段尤为突出遥 请驾驶人要
引起注意袁保持精神集中袁切忌因低头看手机袁分
散注意力导致追尾事故发生遥

遇到交通拥堵请勿强行超车尧会车袁占用应
急车道曰驾驶人要做到不超员尧不超速袁杜绝酒
驾尧醉驾尧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遥 在景区尧游乐场
等易拥堵路段袁要按停车泊位停车袁切勿乱停遥
如发生轻微碰撞的交通事故袁建议双方当事

人现场拍照固定证据后袁立即撤离现场袁约定到
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站袁办理交通事故理赔手
续遥 或是下载交管 12123手机 APP处理事故理
赔手续遥

6月 25日端午节海口市有野洗龙水冶的风俗
习惯遥往年有许多市民前往假日海滩游泳尧烧烤袁
车流人流密集袁广大市民应注意防控疫情和提前
规划路线遥

1尧 根据国家卫健委组织中国疾控中心等单
位发布叶低风险地区夏季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
人群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曳袁
对于低风险地区的开放式活动场所袁在做好环境
清洁消毒尧人员健康监测尧减少人群聚集的前提
下正常营业遥 建议群众继续保持疫情的防范意
识袁外出活动不要扎堆袁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遥

2尧 当天海口交警部门将视车流量适时交通
管制疏导袁如滨海大道假日海滩尧观海台路段交
通流量将会增多袁请东往西方向途经车辆绕行海
秀快速路尧海秀西路寅海盛路尧南海大道曰西往东
方向从粤海大道尧长滨路尧长彤路绕行南海大道尧
海秀快速路尧海盛路寅海秀西路返回市区遥

3尧大货车东往西方向绕行海港路袁西往东方
向绕行滨粤路口袁 避开观海台至假日海滩路段袁
确保道路畅通遥

4尧在假日海滩尧烧烤园车位停满后袁请广大
驾驶人配合现场民警的指挥管理袁将车辆临时停
放在滨海西延线南侧的永万路尧长秀路尧蓝城大
道尧和谐路尧长彤路尧长天路尧长安路等道路遥

本次端午小长假袁 海口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与海口市商务局
联合主办约海口 野惠冶打卡系列活
动袁 市民游客将有机会获得免费景
区门票遥

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推出端
午节三天超值夜游票仅 30 元即可
畅游 1942窑芳华景区尧南洋景区袁双
景区联票优惠价 135元袁1942窑芳华
景区 82元袁南洋景区 53元遥 同时袁
景区推出汉服表演尧趣味钓粽子尧古
代传统投壶尧古诗词接龙尧野吃粽王冶
挑战赛尧 旱地龙舟尧 亲子泡泡嘉年
华尧泼水大祈福等丰富活动遥

端午节期间袁 海南热带野生动
植物园将线上野斗蛋冶游戏尧端午野粽冶
动员尧手搭龙舟等活动袁景区还推出
成人 55.5元特惠票尧79元特价门票遥
海口火山口公园将推出 29.9元

特价门票袁火山口亲子乐园也将于端

午节恢复开业袁双人玩只要 49.9元遥
端午节期间袁长影环球 100奇

幻乐园推出 25日 168元特价门票尧
26日 178元特价门票尧27日 188元
特价门票曰 海口东寨港红树林旅游
区推出 29.9元特价门票曰 海口狂欢
水世界推出 188元双人票尧218元家
庭票特惠遥

在约海口 野惠冶打卡系列活动
中袁 餐饮等商家联合海口景区跨界
共同开展促消费活动袁 为每位来餐
饮点的客人发放旅游无门槛优惠
券尧 免费门票互动抽奖等遥 在全市
80家餐饮门店可以扫码进入领取优
惠券的页面袁领取相应的优惠券遥

同时袁 还将推出网红主播直播
粉丝打卡景区活动袁 在直播过程中
穿插景区特价门票抢购活动袁 每人
最多可赠送两张免费门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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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朋友！端午小长假，这些路段“流量”大

海口交通提示图出炉，认真看！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

育超 实习生 伍芝颖冤 6月 25日至 27日 渊周
四至周六 冤为端午节小长假袁海口交警部门根
据研判袁提前发布交通出行提示袁并将根据交
通秩序维护与疏导工作需要袁派出足够警力开
展端午节交通安保工作遥

这些路段流量大 司机择道绕行

3个时间路段高峰请注意

部分路段适时交通管制

渊一冤6月 24日渊周三冤袁海甸五西路尧龙昆
北路尧龙昆南路尧迎宾大道尧南海大道公交车专
用道正常使用袁社会车辆不得违规占用遥 滨海
大道尧海府路尧海秀路公交车专用道尚未正式
投入使用袁社会车辆可正常通行遥

渊二冤野端午节冶期间渊节假日冤公交车专用
道不限行袁社会车辆可正常通行遥

预计 6月 24日下午尧6月 25日上午和 27日下午世
纪大桥寅龙昆北路寅南大桥寅龙昆南路寅迎宾大道双
向尧国兴大道寅琼州大桥尧滨海大道尧海府路寅琼州大道
等进出市区主干道交通流量集中袁通行缓慢遥 广大驾驶
人需尽量错峰出行或视情况择道进出城遥

渊一冤可从以下道路上滨江路进出城院海府一横路延
长线尧美祥东路尧美祥横路遥

渊二冤走滨江路寅凤翔东路前往东线高速袁尽量避开
海府路寅琼州大道尧龙昆南路寅迎宾大道出城压力集中
的道路遥

渊三冤如国兴大道尧琼州大桥的交通流量大袁途经驾
驶人可选择以下道路绕行院

渊1冤琼州大道北片区渊如海甸岛尧国贸区域冤驾驶人
可取道新东大桥往东行驶前往江东大道出城遥

渊2冤琼州大道南片区渊如琼山区冤驾驶人可取道椰海
大道直接前往白驹大道进出城遥

渊四冤如国兴大道交通流量大袁途经驾驶人可选择西
沙路寅万华路寅蓝天路绕行遥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 今年端午节
期间袁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将推出以野山海相依耶粽爷情海口冶为
主题的 6条旅游精品线路袁积极引导
各涉旅企业开展端午假日旅游促销
活动袁让市民游客体验海口端午文化
大餐遥
端午节当天袁该局还将在海口火

山口尧假日海滩两处旅游地标性景区
倾情举办野海口端午火山耶送福爷民俗
大典冶及野夏日海岛音乐之夜冶两场创
意端午主题活动袁以野民俗送福+酷
炫音乐冶 新生活方式刺激旅游消费袁
引领海口假日旅游新风尚遥

海口端午火山野送福冶民俗大典
仪式上将充分展现火山端午习俗大
典的文化内涵袁 并通过舞龙点睛尧听

古筝演奏尧古诗词朗读等挖掘石山地
区传统端午火山文化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海口各主要景区

景点等涉旅企业也集体推出端午精
彩配套活动袁为端午节提前预热遥 包
括长影环球 100奇幻乐园尧观澜湖华
谊冯小刚电影公社尧海南热带野生动
植物园尧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尧桂林
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尧海口市国家帆
船基地公共码头尧 海口华彩窑杰鹏游
艇会尧海口几度植物迷宫等遥其中袁长
影环球 100奇幻乐园开展野长影环球
100龙水福源欢乐游园日冶袁 入园市
民游客可以参加打柴舞入园秀尧水上
许愿灯尧极限飞车秀等遥 观澜湖华谊
冯小刚电影公社则开展旱地龙舟尧传
统投壶尧野我是大胃王冶吃粽挑战赛等
一系活动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王凤冤 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周
以上袁 不过看一下又快花光的工资卡袁
大家有没有心里立马嗖嗖一股凉意袁瞬
间凉快了呢遥
海南省气象台 17时继续发布高温

四级预警院预计 24日白天袁海口尧临高尧
澄迈尧定安尧儋州尧屯昌尧昌江尧白沙和东
方 9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 37益
以上的高温天气遥

据气象部门消息袁23日夜间到 24

日白天院北部和西部袁晴间多云袁午后局
地有雷阵雨袁最低气温 26-28益袁最高
气温 37-39益曰中部尧东部和南部袁晴间
多云袁 最低气温 24-28益袁 最高气温
34-38益遥

6月 25日耀27日袁 受西南气流影
响袁海南岛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袁局地
有阵雨或雷阵雨遥最高气温西北半部地
区 36耀39益袁 部分乡镇可达 40益以上袁
东南半部地区 32耀35益曰最低气温沿海
地区 27耀30益袁内陆地区 24耀27益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魏铭纬冤6 月 23日袁海
南省考试局发布 叶关于做好 2020
年上半年海南省自学考试毕业申
报工作的公告曳渊下称叶公告曳冤称袁
将在 6 月 29 日前进行一次自考
毕业生注册袁 并做好自考毕业生
审核工作遥

据悉袁2020年上半年全国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延期至 8 月 1
日尧2日举行遥 按照全国考办的规

定袁 考生需考完所申请毕业专业
规定的所有课程渊包括实践考核冤
并且合格才能申请毕业遥

叶公告曳要求袁申请毕业的考
生要认真填写毕业生登记表中的
有关内容袁申请本科毕业的袁须提
交专科毕业证原件尧 复印件和网
上打印的专科毕业证备案登记表
和 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
案表曳袁而且要在毕业生名册上注
明考生的专科毕业学校遥 并按不

同专业分页填写毕业生登记名
册袁单位盖章尧负责人签名遥
转考的考生要有省级自考办

开具的转考证明曰 有免考课程的
考生要有经省考办批准的免考审
批表遥 考生信息渊姓名尧身份证号
等冤如有误需要更正的袁必须附上
相关有效的证明材料 渊原件及复
印件冤遥 叶毕业生登记名册曳及毕业
生申报材料于 6 月 29 日前上报
省自考办袁逾期不予受理申报遥

海南自考生6月29日前需完成一次注册端午高“烤”局地阵雨

公交车专用道通节假日不限行

约“惠”海口！免费门票这样抢

端 游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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