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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天气
今日

25~30℃
多云

明日

24~29℃

办事地点
随手查
提供 130 项
“掌上服务”

信息 速递
动车组今起
可提前免费选座
覆盖 C、D、G 字头列车

10 月 11 日，中国铁路客户服
务中心 12306 网站公示了一则 《接
续 换 乘 和 选 座 功 能 使 用 说 明》。
《说明》 称，系统支持 C、D、G 字
头的动车组列车选座，此功能仅
为乘客提供相邻座位关系选择，
如果剩余车票不能满足需求，系
统将自动分配席位。如不选择座
席关系，直接点击“确定”，系统
将自动分配席位。这也意味着，
C、D、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选座
功能正式上线。并且，《说明》 显
示，铁路部门提供上述服务未实
行额外收费。
据悉，12036 网站上述线上选
座功能将于 10 月 12 日正式上线运
行。此外，此次还推出了接续换
乘服务，即旅客在没有符合出行
需求的车票时，可使用接续换乘
功能，查询途中换乘一次的部分
列车余票情况。
（澎湃）

单方 妙用
甘蔗生姜汁治干呕
【组成与用法】甘蔗捣汁半茶杯，
生姜捣汁一汤匙，
和匀，
隔水炖温饮服，
每日一至二次，
连服数日。
【功效与适应症】方中甘蔗味甘
性平，
有滋阴润燥，
和胃止呕，
清热解毒
之功。主治心胸烦热、
呕哕反胃、
妊娠
恶阻等。生姜性味辛温，
有
“呕家圣药”
之誉，
功能发表散寒、
去湿去水、
止呕祛
痰、
健胃进食。二味合用，
有清热解毒、
和胃止呕之功效。除治疗干呕外，
还可
用于反胃吐食（胃癌初期）、
妊娠恶阻以
及神经性呕吐。
节选自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老中医霍列五60年单验方秘传》，
霍毅、霍筱薇整理。文中单验方仅
供参考，
建议应用前咨询专业医生。

10 月 11 日上午，海口
市 公 安 局 举 行“椰 城 警 民
通”APP 上线新闻发布会，
标志“椰城警民通”APP 正
式上线运行。
该 APP 主要提供服务
大厅、
服务网点、
警民互动、
一
键举报、
个人中心5大类130
项“掌上服务”。其中，
有 70
项公安业务可网上资料预审、
70项可窗口预约、
95项公安
业务可提供业务指南。
海口市民只需在手机
上下载椰城警民通 APP 应
用软件，进行实名认证注册
后，就可以办理相关业务。
目前该 APP 暂时只支持安
卓版手机系统，苹果手机版
将于近期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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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用手机就能
随时随地办事
椰城警民通能干啥
办事须知看指南
办事服务大厅提供户政、治安、出入境、交管四大类共一百三十多项事务的办理指
南。告知了每类事项的办理条件、办理依据、办理材料、办理流程及填表说明等内容。

遇到疑问多咨询
对于办理事项存在疑问的情况，群众可进行在线咨询。警方将在第一时间进行回
复。针对回复是否满意、是否解决问题，群众可以进行星级评分，便于提升服务质量。

办事前网上预审、预约
针对户政七十多类事项，各区办证中心提供网上预审、预约业务，群众可网上提交办
理人信息，相关办理材料。针对不合格申请，警方逐一反馈需要修改和完善的申办材料。

部分事项网上办理
针对部分业务事项，海口警方将逐步开通网上办理业务。群众在 APP 上可直接登
记、提交材料进行办理，验证身份、审核通过即可直接办理成功，无需再到办理机构办理。

APP 还有这些功能
通过“警务资讯”了解
包括椰城警讯、通知公告、
警务公开和法律法规等警
方资讯；通过“警方提示多
注意”获取包括平安出行、
防范指南、案件快递、走失
人员、失物招领等帮助；安
全随身“一键报警”可将自
身状况及所处位置一键发送
给警方。
扫码可下载
椰城警民通

办事地点随手查
对于办理机构网点，APP 提供查询服务，群众可以快速找到附近的办理机构，并
一键导航到目的地。

办事进度实时掌握
进度查询模块可让用户一目了然，掌握自己已提交、审核未通过、审核通过、预
约成功的各类申办事项。系统还会将进度更新实时推送到用户账户。

办理完成评价反馈
事项办理完成后，
用户可以对整个过程进行评价，
提出改进意见，
便于提升服务质量。

实名认证办事快
针对实名认证用户，系统将给予更高的权限，在事项办理过程中予以优待。

记者 徐培培 实习生 谢川燕
通讯员 袁文豪 张天坤

意啦 不礼让行人 乱开远光灯 小心扣分又罚款

机注
口的司

海

这 6 个路段增设
交通违法抓拍设备

新增 3 处不礼让行人抓拍设备点位信息
南海大道与华庭路人行过街
滨海大道与和谐路人行过街
南沙路龙华公安分局路段人行过街

新增 3 处远光灯抓拍设备点位信息

每日 金句
泰徕心译
年轻的时候常常盲目地
相信许多假的东西，
年纪大的
时候又常常怀疑许多真的东
西。许多事情令我们一辈子也
看不明白，
可惜老天爷不能给
我们多长几个心眼。

记者站

报料热线

海口：
1888 999 5550
儋州：
1888 999 5557

近期，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新设 3 套抓拍机动车
乱用远光灯、3 套抓拍机动
车不礼让行人设备。这 6 套
自动抓拍设备已于 10 月 10
日起正式启用。交警部门提
示 ，违 法 使 用 远 光 灯 罚 款
100 元，记 1 分；机动车不礼
让行人罚款 100 元，
记 3 分。
（记者田春宇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

龙昆南道客天桥（南向北）
滨海大道与丘海大道交叉口（西向东）
国贸路与国贸一横路（北向南）

原有 6 处远光灯抓拍设备点位信息
长堤路和平天桥路段
滨海大道明珠路路段
白龙南路四中天桥路段
国兴大道大润发路段
南海大道金盘实验学校路段
海府路汽车东站路段

三亚：
1888 999 5551 琼海：
1888 999 5552 文昌：1888 999 5553
万宁：
1888 999 1110 东方：1888 992 1115 屯昌：
1888 992 1116

原有 10 处不礼让行人抓拍设备点位信息
南海大道海职院人行过街东向西直行方向
南海大道海职院人行过街西向东直行方向
南海大道金盘实验学校人行过街东向西方向
南海大道金盘实验学校人行过街西向东方向
南海大道西城一号人行过街东向西方向
南海大道西城一号人行过街西向东方向
滨海大道假日海滩人行过街东向西方向
滨海大道假日海滩人行过街西向东方向
海德路与南沙路交叉路口人行过街南向东右转方向
长提路与龙华路交叉口人行过街南向东右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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