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新
闻记者 吴平 通讯员 陈萌冤 按照
东方市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袁为
确保广大办事群众尧 企业有序办
理车驾管业务袁 东方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决定自 9月 13日起袁逐步
恢复办理车驾管业务遥

为减少人员集聚袁 有效防控
疫情袁 请需办理驾驶证补换证业
务尧 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和补换

领机动车号牌等业务的群众袁尽量
在野交管 12123冶App上自助办理遥

除野驾驶人考试业务冶和现场
野两个教育冶业务暂不恢复外袁其余
所有车驾管业务恢复正常办理遥

请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自觉
做好个人防护袁主动扫地点码尧出
示健康码尧戴口罩尧配合测体温并
出示 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袁有
序进入业务大厅办理业务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
闻记者 王辉 通讯员 李思瑾冤野帮
我拍张打卡照片袁 我要发朋友圈
参加 9月 10日至 10月 10日期间
打卡海口琼山区九大景点即可免
费领取超值大礼包的活动遥 冶9月
12日上午袁 海口市民王小姐拉着
随行朋友在五公祠门口拍完照
后袁 正在兴致勃勃地编辑着朋友
圈文案和图片遥

今年中秋佳节袁 琼山区创新
旅游活动方式袁 延长旅游打卡时
间袁 邀请游客前来琼山辖区内的
五公祠尧琼州风情街尧日月广场尧
雷音体验庄园尧福地美食街尧琼台
福地尧 凤翔湿地公园尧 红城湖公
园尧 海南省博物馆这九大景点进
行打卡遥

在活动期间内将游玩的 野照
片+活动海报冶 发布朋友圈/小红

书袁或野制作 15秒以上景点视频冶
发布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袁并
显示景点位置袁 截图保存即可参
与活动渊注院发布内容至少保留 3
天冤遥 完成后加入活动微信群或加
工作人员微信号领取礼品 渊礼品
有限袁先到先得冤遥 打卡满 9个景
点获椰子鸡礼盒 1份 渊20名冤袁打
卡满 7个景点获碗碟礼盒 1份渊50
名冤袁打卡满 5个景点获二合一抱
枕 1个渊80名冤遥
据了解袁琼山区中秋假期严格

执行 24小时值班制度袁 各部门围
绕旅游监管的重点工作袁 值守一
线袁加强旅游市场监管袁一手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袁一手抓旅游消费服
务保障袁 持续加强对旅游景区尧旅
游购物点尧宾馆酒店等市场监管巡
查袁各项旅游服务保障工作运行正
常袁全区没有发生重大旅游事故遥

即日至10月10日袁打卡海口九大景点
可免费领取超值大礼包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
闻记者 郭尚冤 为加快推广应用道
路运输电子证照袁 实现道路运输
电子证照跨区域尧 跨部门互信互
认和共享共用袁 省交通运输厅交
通保障中心定于 9月 21日至 9月
23日对海南省道路运输便民服务
系统进行技术维护遥

在此期间袁海南省道路运输便
民服务支撑系统将暂停叶道路运输
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曳电子证照相
关业务袁具体包括叶道路运输从业
人员从业资格证曳核发尧换发尧变
更尧转籍迁入尧超期恢复袁道路运输
驾驶员教育登记袁道路运输驾驶员
年度诚信考核遥

9月 21日至 23日
我省将暂停办理这项业务

据介绍袁 盛亨雅苑安居房项目
从报建到开工建设用了不到 3 个
月遥 今年 6月起项目报批报建以来袁
省尧市尧区三级政府各相关部门给予
了大力支持袁 在满足规划政策的前
提下袁尽可能压缩报规审批时间袁为
企业打通各项绿色通道袁 确保项目
尽早开工建设遥 从 9月 7日申请施
工许可证袁 到 9月 9日取得基坑支
护和土方开挖施工许可证袁仅用了 3

天遥 琼山区坚持野一手打伞尧一手干
活冶袁推动项目完成今年 9月底前开
工建设的目标任务遥

盛亨雅苑安居房项目位于海
口市椰海大道 78 号袁 紧临棕榈园
小区南面袁总投资金额 3.65 亿元袁
占 地 12 亩 袁 总 建 筑 面 积 为
43337.54 平方米袁 由 2 栋 26 层高
层住宅建筑组成袁规划建设 306 套
房源袁 套型建筑面积为 80-100 平

方米尧三房户型袁预计 2025 年 1 月
建成遥项目面向安居房申购人群销
售袁 实行政府销售限定价格 12500
元/平方米遥

根据省委尧 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袁 海口市今年计划开工安居房
20000 套袁 经过多方筹措安居房建
设用地袁 目前年度建设任务已落
实到 20 个项目 袁 共计建设房源
20521 套遥

海口琼山区首个安居房项目

盛亨雅苑开工
规划建设 306套房源 售价为 12500元/平方米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袁今年第
12号台风野梅花冶渊台风级冤的中
心 12 日 16 时位于距离浙江省
舟山市南偏东方向约 610 公里
的洋面上 渊北纬 24.7度尧 东经
124.0度冤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
13级渊40米/秒冤袁中心最低气压
为 960 百帕 袁 七级风圈半径
220-260公里袁十级风圈半径 60
公里袁十二级风圈半径 30公里遥

据预测袁 今年第 12号台风
野梅花冶将于 9月 12日夜间至 13
日凌晨进入东海南部海面袁逐渐
向浙江东北部沿海靠近袁并可能
于 15日登陆或擦过上述沿海地
区遥

今年第 13 号台风 野苗柏冶
渊英文名称院Merbok袁 名字来源院
马来西亚袁名字意义院一种鸟冤于
12日 8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
成袁中心距离美国关岛东偏北方
向约 1950公里渊北纬 21.2度尧东
经 161.3度冤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8级渊18米/秒袁热带风暴级冤遥 预

计野苗柏冶将向东北方向移动袁未
来对我省无影响遥

由于大气环流复杂袁副热带
高压和冷空气影响交织袁 台风
野苗柏冶与野梅花冶野共舞冶袁后期路
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袁风雨影响
变化可能较大袁需密切关注台风
后期动向遥

海南未来 3 天具体天气预
报袁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院北
部袁多云袁最低气温 24-26益袁最
高气温 31-33益曰其他地区多云袁
局地午后有雷阵雨袁 最低气温
22-26益袁最高气温 31-35益遥

13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院北
部和东部袁 多云袁 最低气温 23-
26益袁最高气温 31-35益曰中部尧
西部和南部袁多云袁局地午后有
雷阵雨袁最低气温 22-26益袁最高
气温 31-34益遥

14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院全
省多云袁 局地午后有雷阵雨袁最
低气温 22-27益袁 最高气温 31-
35益遥

台风野梅花冶和野苗柏冶正在海上野缠绵冶 对我省海域无影响

海南天气：多云为主雷阵雨“客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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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
记者 鲁启兰冤近日袁海南大学尧海南
师范大学发布开学通知袁 对开学时
间进行调整遥
其中袁 海南大学自 10 月 8 日

起袁本科生尧研究生实行错峰返校袁
2022 级新生将于 10 月 14 日至 15
日入学报到遥 继续教育学生暂不返
校袁返校时间另行通知 遥 除 2022

级学生外袁其余学生已于 8月 22日
开始实施线上教学袁 实施线下教学
时间待学生返校后视疫情情况另行
通知遥

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新生)于
9月 16日线上报到注册尧缴费袁9月
19日起开展开学典礼尧 入学教育袁
并继续线上教学遥 毕业年级本科生
返校时间暂定 10 月 6 日袁 研究生

(老生)非毕业年级本科生返校时间
为 10月下旬袁 到校前继续实行线
上教学遥 本科新生 9 月 24 日-25
日线上报到注册尧缴费袁9 月 26 日
起线上开展入学教育尧 开学典礼尧
教育教学等袁新生到校报到时间为
10 月下旬遥 到校时间如有变动或
进一步明确袁学校将至少提前 7 天
通知遥

海大海师开学时间调整
线上教学有序进行 返校时间将提前 7天通知

海南大学本科生尧研究生返校注册和开学报到时间
返渊入冤校时间

10月 8日至 9日

10月 10日至 11日

10月 12日至 13日

10月 14日至 15日

年 级

2021级

2019级

2020级

2022级

备 注

返校注册

返校注册袁含 2018级以前各年级在籍学生

返校注册

入学报到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
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冤9月 12日上午袁
海口市又一安居房项目盛亨雅苑举
行开工暨奠基仪式袁标志着该项目正
式进入施工建设阶段遥 据了解袁该项
目是琼山区首个安居房项目袁也是海
口市利用存量非住宅用地转型建设
安居房的首个开工项目遥 项目建成
后袁 将进一步解决本地居民家庭尧引
进人才以及基层教师和医务人员住
房问题袁加快实现群众海南自贸港的
安居梦袁提升生活幸福感尧获得感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陈王凤冤未来两天袁海南以多云天气为主袁雷阵雨
偶来串场袁气温非常舒适遥 但目前海面上一点都不平静袁因为今年第 12号台风野梅花冶和
今年第 13号台风野苗柏冶正在海上野缠绵冶袁好在未来对我省海域无影响遥

今起逐步恢复办理车驾管业务
野驾考冶和现场野两个教育冶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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