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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综指 深成指

昨日市况

开：
3435.18 低：
3435.08
高：
3449.16 收：
3447.84
成交额：
2667 亿元
涨跌幅：
+0.44%

涨跌：
+15.16

开：
11657.63 低：
11631.19
高：
11714.98 收：
11695.00 涨跌：
成交额：
3262 亿元
+49.95
涨跌幅：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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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是时候秀秀
“双11”
买的外套了
陆地方面：今明两天，受弱冷空气影响，海
南岛北部局部、中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阵雨，西部
和南部地区多云；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
25-28℃，五指山以南地区 29-31℃，全岛最低
气温 21-24℃。
16 日 -18 日白天，受偏东气流影响，全岛
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 28-32℃，最低气
温维持。

18 日夜间-19 日，受强冷空气影响，海南岛
五指山以北地区有小阵雨，五指山以南地区以
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下降较明显，最高气温降幅
可达 6-9℃，五指山以北地区可降至 21-24℃，
五指山以南地区 25-27℃；最低气温内陆地区
15-17℃，沿海地区 18-21℃。
海洋预报：13 日-18 日白天，
各海区风力 57 级；18 日夜间-19 日，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

5-7级，
其余各预报海区风力7-8级、
阵风9级。
省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前中期西部地区以
多云天气为主，该地区成熟晚稻及时收割、晾晒
和入库。后期受强冷空气影响，夜间气温较低，
橡胶割胶时间延至天亮后进行，避免胶水长流
严重，易感染病害和死皮。另外，冬季瓜菜苗期
的营养生长需多施猪粪、鸡粪等有机肥，加快根
系吸收功能，
促进叶片生长增强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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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启动
琼剧古本复活工程

17310 期

8

新编琼剧
《玉堂春》
明晚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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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
“排列3直选”
中3注，
单注
奖金 1040 元；
“排列 3 组选 3”
中 0 注；
“排列 5
直选”
中0注。全国中奖情况：
“排列3直选”
中
6148注，
单注奖金1040元；
“排列3组选3”
中0
注；
“排列5直选”
中41注，
单注奖金10万元。

福彩 3D

17310 期

1

本报讯 昨日下午，记者从省气象台
了解到，预计本周全岛前期多阵性降水，
中期以多云天气为主，后期受强冷空气
影响，全岛降温明显。受强冷空气影响，
五指山以南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 69℃。
记者 吴兴 通讯员 许嘉 翁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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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三 排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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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4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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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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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廖自如

17133 期

15 17 19 32 33 01 03
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0 注；二等奖
中 53 注，单注奖金 199420 元。海南一等奖
中 0 注；二等奖中 0 注。下期奖池基金：
43.6 亿元。

七乐彩

1713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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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阵雨
22℃-26℃ 东北风 3-4 级

三亚

阵雨
24℃-30℃ 东北风 3-4 级

声明
海南特区报社旗下媒体，包括
《海南特区报》、
《海南特区报》数字报、
海南特区报官方微博群、
海南特区报
官方微信群形成的
“一报”、
“一网”、
“两微”
产品矩阵。
任何媒体机构及营利性组织，
凡在网站、移动客户端、手机报、官
方微博和微信等平台上使用海南特
区报社拥有版权的作品及新闻信
息，须事先取得本报社的书面授权
后方可使用和转载。

公告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
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
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
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总队）、
66810531（省记协），
举报邮
箱：
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 年 5 月 24 日

系统均采用高清摄像头（图片由交警提供
图片由交警提供）
）

抓拍神器“海燕车辆二次分析系统”三亚上线,车辆
违章难逃
“法眼”

有没有年检它都知道！
尚处调试阶段，
面部识别等部分功能已投入使用
□记者 徐一凡 通讯员 张海哲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三亚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获悉，具备强大抓拍识别和信息处
理功能的“海燕车辆二次分析系统”已于
10 月份在三亚上线。目前系统已经安装，
处于调试阶段，面部识别等部分功能已投
入使用。
据悉，传统的交通辅助系统只能为交
警提供违章行为的时间、地点和有关车牌
号码这 3 个信息。但“海燕车辆二次分析
系统”可以对所有卡口监控抓拍的图片进
行二次深度分析，为交警提供车辆信息（车

标、细分车型、车辆颜色、是否年检、车内
物品、前排乘车员特征等）、车牌信息、驾
驶违法行为（不系安全带、开车接打电话、
压线、
超速、套牌）等要素。
此外，该系统平均处理图片速度能
达 100 万 张/天 ，对 400 个 厂 家 车 标 、
5000 余种细分车型的识别准确率超过
98%。据悉，该系统均采用高清摄像头，
对车内前排人员的任何动作和表情，都
能拍到高清图片。
据悉，
“海燕”还能提供在控车辆查
询、告警等一系列管理功能，可用于追
逃嫌疑目标，
辅助刑侦破案。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 2017 年琼
剧古本复活工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在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支
持下，海口市琼剧团启动的“琼剧古本
复活工程”
项目的首本戏——新编琼剧
《玉堂春》将在海口市中山纪念堂首演。
琼剧于 2008 年入选国家级第二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相关史料
记载，自琼剧形成之初，从内地陆续引
进 的 元 明 清 戏 曲 经 典 剧 目 有 800 多
出。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数剧目已经
失传。在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支持下，海口市琼剧团启动的“琼
剧古本复活工程”，在琼剧发展史上尚
属首创，计划今后每年挖掘、创作一部
古本，
为琼剧留下一笔丰厚遗产。
据悉，新编琼剧《玉堂春》主创和
演员均为琼剧中青年骨干，该剧 11 月
15 日晚将在海口市中山纪念堂举行首
场汇报演出。

第二届海南国际旅
游岛青年狂欢节

11 月 24 日-26 日

陵水举行

我省 207 名自考生
考试作弊将被取消各科成绩
□记者 刘泽飞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考试局获悉，在
我省 2017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过程
中，有 9 名考生分别有擅自离开考场、携带
规定以外的物品、违反考场规则、旁窥、交
头接耳等考试违纪行为；有 207 名考生分
别有夹带、携带通讯设备、抄袭等考试作
弊行为。

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教育部令第 33 号）有关规定，省考试局将
对有考试违纪行为的 9 名考生给予取消该
科目考试成绩的处理；对有考试作弊行为
的 207 名考生给予取消当次考试各科目
考试成绩的处理。目前，省考试局已在该
局官网对 2017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违规作弊考生进行公示，接受考生及群众
监督。

□见习记者 曹宝心

本报讯 昨日上午，第二届海南国
际旅游岛（陵水）青年狂欢节新闻发布
会暨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南迎宾馆大酒
店 举 行 。 据 悉 ，本 次 活 动 以“GO
HIGH GO YOUNG·珍珠海岸，美丽
陵水”为主题，吸引了 1200 多名来自
世界各国的年轻游客报名参与。
据介绍，本届海南国际旅游岛（陵
水）青年狂欢节是今年海南欢乐节的
系列活动项目之一，活动将于 11 月 24
日-26 日在海南陵水举行。狂欢节期
间，将举办雅居乐清水湾沙滩电音节、
椰田古寨民俗泼水节等六项大型主题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