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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面前坡棚改

修改方案出炉
将新建一所学校两所幼儿园
《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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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秀快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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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学 校将 开设 54 个班 ，两所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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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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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2 个班。

儋州将发 59.3 万元

价格临时补贴

记者从儋州市民政局获悉，
该市将发放 59.3 万元价格临时补
贴，应对 10 月份物价上涨给低收
入人群带来的影响，届时将有低
收入人员 37103 人获得每人 16 元
的补贴。
据悉，此次发放价格临时补
贴的对象为今年 10 月份登记在册
的该市城市低保户、农村低保
户、特困人员、优抚对象、领取
失业保险金人员、全日制在校大
中 专 （含 技 校） 学 生 等 六 类 人
员。而该项补贴也将会于近期发
放。
（记者 梁振文）

开车不系安全带

这些司机被交警

曝光

大家常说安全带是生命带，
驾车和乘车时都
应当自觉系上安全带，
12 月 6 日，
海口市交警支队
曝光一批不系安全带违法行为，以此警示司机朋
友们和乘车人员，
记得要自觉系好安全带。
据交警介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
定：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行驶
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罚款 50 元。
（记者 王燕珍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林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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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原生态民间艺术节

作品火爆征集中
由省文体厅指导，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和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
办，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的海南原生态民间艺术节，作品征
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征集方式：一是海南各市县文
体局、文化馆推荐；二是民间艺人
自我推荐。
征集时间：11 月 20 日至 12 月
30 日。
征集内容：琼剧、儋州调声、文
昌公仔戏、琼北八音、临高人偶、哩
哩美、崖州民歌、蛋歌、老古舞、招龙
舞、钱铃双刀舞、打柴舞、敲碗舞、欧
欧调、哎依调以及各类黎苗器乐等。
投 稿 邮 箱 ：hnyuanshengtai2017@21cn.com。
咨 询 电 话 ： 66810165、
13518085488。
（南海网记者 陈望）

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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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1888 999 5550
儋州：
1888 999 5557

三亚恢复办理机动车转入登记业务
记者从三亚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获悉，该所
从2017年12月4日起，恢复办理机动车转入登记
业务。在办理省外转入机动车（除新能源机动车

考试 信息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12 日起面试报名
记者从省考试局获悉，
2017 年下半年我省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报名时间
为：12 月 12 日-15 日。
期间，考生可登录教育
部中小学教 师 资 格 考 试 网
（http：//www.ntce.cn）在 12
月 15 日 17：00 前填报本人
报名信息。
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面试采用网上报名、网上
审核、网上交费的办法，考生
报名不需要现场递交材料。
12月12日-15日：网上
报名。15日17：00前填报本
人报名信息，逾期不再接受
报名。
12月13日-16日：网上
审核。考生应于16日17：00
前登录系统查看审查结果，
如未通过可向报名考区咨
询。
12月13日-17日：网上
交费。已审核通过的考生，
须在17日18：00之前完成网
上 交 费 ，否 则 按 未 报 名 处
理。逾期不再受理补报。
（记者 黄婷 实习生 陈林燕）

今年下半年自考
成绩公布

被曝光车辆的车牌如下：
琼A31C83

扫一扫 更精彩

新闻热线

外）登记时，将严格机动车环境准入条件，对不符
合国家第五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外省车辆，一
律不予办理转入登记。
（记者 王天宇）

据省考试局消息，2017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
绩已在网上公布，考生可登
录省考试局网站（http：//ea.
hi.gov.cn/zk/main/zkzhxm cx1.php），输 入 姓 名 和 准 考
证号查询本次考试的成绩。
自学考试、成人高考和
普通高考一样，属于国家教
育统一考试。2017 年下半
年海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于 10 月 21 日至 22 日进行。
（记者 黄婷 实习生 陈林燕）

违法移动应用
小心这 8 流款
氓行为
涉及隐私窃取和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期通
过对互联网监测发现，8款违法有害移动应
用存在于移动应用发布平台中，其主要危害
涉及隐私窃取和流氓行为两类。
这些违法有害移动应用具体如下：
1、
《欢 聊》
（版 本 V2.0.1 ＿ 0edd508）、
《仿Iphone来电闪光》
（版本V2.1.3），这两款
移动应用均存在危险行为代码，警惕该软件
私自下载安装软件，窃取用户隐私信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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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用户隐私泄露资费消耗。
2、
《字体大师》
（版本V5.1.19）、
《一键清
理》（版 本 V1.8）、
《威 动 播 放 器》（版 本
V1.3.0）、
《网速测试》
（版本V5.10.02）、
《惊
人照片拼图》
（版本V1.13）、
《超亮LED手电
筒》
（版本V1.6）这六款移动应用均存在捆绑
了恶意广告插件，该插件在后台无提示私自
下载推广软件，造成流量损失。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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