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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明日部分路段停电

琼海供电局因供电线路维护及工程施工需

要，明日琼海部分路段将临时停电；

5 月 30 日 08：00-15：00，停电线路

10kV官塘开闭所10kV椰子寨线#10杆处干

04刀闸G5604后段，停电影响：电杆厂、椰

子寨村、兴辽村、温泉村、槟榔街村、雷公

坡村、温泉十五村、温泉三村、下月村、石

塘村、龙二村、高美村、北鸡村、白石岭。

（记者陈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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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T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桩号区间 所属辖区 事故起数

海榆西线 国道 396-398公里 三亚 106

G98环岛高速 高速公路 2-6公里 海口 77

海榆东线 国道 13-15公里 海口 77

G98环岛高速 高速公路 16-20公里 海口 68

海榆西线 国道 328-330公里 乐东 59

海榆西线 国道 368-370公里 三亚 54

海榆中线 国道 7-9公里 海口 50

G98环岛高速 高速公路 238-242公里 三亚 42

G98环岛高速 高速公路 581-585公里 澄迈 36

G98环岛高速 高速公路 608-612公里 海口 32

28日上午，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了解到，主

题为“创响新海南·共享新机遇”的2019第十届“海

创杯”海南创业大赛将于5月-10月期间进行，奖金最

高10万元。

大赛分为主体赛和专项赛两部分，由大赛组委

会、市（县）、院校分阶段组织实施。年满16周岁的

各类创业人员均可报名参赛。重点鼓励高层次人才、

留学回国人员、高校和技工院校学生、去产能转岗职

工、复转军人、返乡创业人员、残疾人、驻村扶贫干

部、女性创业者等群体参赛。以团队参赛的其核心成

员一般不少于3人。参赛项目应紧密结合海南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打造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和十二大重

点产业发展要求，参赛企业或机构经营规范，社会信

誉良好，无不良记录，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

在前三届大赛中获三等奖及以上奖励的项目不能参加

本届大赛。报名方法：登录“海南就业服务”微信公

众号“创业大赛”接口→注册账号→填写信息→上传

资料→待审核。 （记者文盛）

即日起至31日
三亚贫困户免费体检

即日起至31日，三亚崖州区将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和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共1179户3568

人进行免费体检。29日体检点为：凤岭村卫生

室、凤上村、三公里卫生室和抱古村委会；30日

体检点为：凤岭村卫生室、三更村委会、南滨居

和崖城卫生院；31日体检点为凤岭村卫生室、梅

山卫生院、保港卫生院。符合要求的居民可以前

往相应地点进行免费体检。 （记者谭琦） 当心这10款移动应用
会窃取隐私、消耗资费

据新华社天津5月28日电（记者张建新）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期在“净网

2019”专项行动中通过互联网监测发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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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费消耗

和赌博三类。

这些违法有害移动应用具体如下：

《九牛贷》（版本2.1）、《称骨算命-算命

大 师》（版 本 1.8.2）；《Bazaart》（版 本

6.8）、《高德地图导航离线包教程》（版本

22.2）；《Australian Atlas》（版本 4.0）、

《BBLingual Learning》（版 本 1.0.4）、

《Internet Speed Test Tool》（版 本

1.0.1）、《SUPERSCAN- Text extrac-

tion》（版 本 1.1.0）、《Stillness》（版 本

1.2）、《TeacherSecretary》（版本1.2）。

大雨爱按套路出牌
快下班时“大清仓”

最近几天，南方的天空是不是被捅成筛

子了？你看这暴雨，又多又散。28日，海口

市又刮风下雨了，最近的雨总按套路出牌，

快下班就下雨，“特价清仓，全城包邮”。

5月28日16时46分，海口市气象台发布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海口市北部最大降雨量

已达73.5毫米，预计2小时内强降雨将持续，

累积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

29日下午，海南部分地区仍会有大暴

雨，小伙伴们要注意防范，准备下班回家的

小伙伴一定要注意避免积水路段。

5月29日～31日，受南海季风槽影响，

全岛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个

别地区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记者孙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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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下午，海口上空开启“倒水”模式，一度造成海

口市区16条道路严重积水，积水最深达80厘米，8条

道路车辆无法通行，分别为：滨海大道比华利山庄段

等、长滨路五源河体育馆段、南海大道药谷段、永万路

国科园段、椰海大道与金福路口段、海秀快速路长天匝

道、丘海延长线金盛达段、红城湖路烟草公司段。其

中，南海大道药谷段、永万路国科园段等路段积水最为

严重，积水深度高达80厘米。

道路积水严重，给市民的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不少车辆在南海大道药谷段、永万路国科园段等积水

严重路段被淹抛锚。

截至28日19时5分，经过市政排水工人两个半小

时的全力强排，海口市中心城区道路积水已全部退完。

海口市政排水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雨天注意避开

积水路段，为及时了解雨天积水实时视频信息，请您关

注“椰城市民云”和“海口城市管家”或“海口市政排水”

微信公众号及“海口排水APP”。如需帮助，也可致电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24小时排水服务热线：68666081、

68666085。 （记者胡诚勇）

请注意 这10个路段事故多发
为警示教育全省驾驶人守法出

行、安全出行，近日，海南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通过对2019年1至4月全省

道路交通事故进行大数据分析，总结

公布十个交通事故多发路段，提示广

大驾驶人途经这些路段时，要格外注

意安全驾驶。

2019年1-4月全省道路交通事故

多发路段（包含简易事故）。

（记者何慧蓉）

暴雨昨突袭海口造成16条道路积水，有关部门提醒：

关注椰城市民云雨天避开积水路

第十届海南创业大赛将于5-10月举办

奖金最高10万元

28日,海口永万路国科园段积水。记者陈卫东摄

（数据源：省气象局官网5月28日23时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