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报道叶海秀快速路人行天桥成了野断头桥冶曳引关注

人行天桥完工，行人不用再“闯”马路

随后袁 记者咨询海南一卡通公
司的客服人员李小姐遥 野作为办卡
机构袁无法鉴别老人是否符合条件
办卡袁唯有通过社区办的优待证才
能证明老人的年龄袁同时为保证市
政补贴的准确发放袁所以才严格按
照市政要求及特殊人群卡管理的
规定开展遥 现今确实有很多老年人

反映两证问题袁由于部分办理网点
不能同时办理优待证跟公交卡袁老
人需要跑两个地方袁因此最多需要
花费 20天方可办理完毕冶李小姐表
示袁老人们反映的办卡时间长问题袁
他们也积极处理袁尽量加快工作效
率袁提高办卡效率袁方便老人出行遥
据悉袁 为让大家了解办卡的流

程以及需要准备的材料袁 该公司在
海口市内 200个公交枢纽站亭灯箱
及市内 5条热门公交线路均已布放
特殊群体优待卡卡办理指南袁 引导
有需要的市民尽快办理遥 截至 2016
年 12月底袁 老年卡已办理 6.58万
张遥 而新安社区目前办理了 210多
张袁多为野候鸟冶老人过来办理遥

10岛事/民生 2017. 1. 12 星期四 责编/符南珍 美编/符丽花

据张女士介绍袁1 月 11 日她在
手机浏览朋友圈时发现某知名公众
号发出一条野我已领袁某集团狂发 20
万份 18890000个待取冶 等字样的信
息网页袁带着疑惑她点了进去袁惊讶
地发现界面弹出了一个野微信红包冶袁
随后她点开了该红包袁弹出的界面同
样与野微信红包冶 界面相似袁但显示
金额数值浮动不定袁界面中间还多出
了野点此立刻提现冶等字样袁她顿 时
心动了袁就点了提现图标袁可是这时
却再次弹出 野选择菜单发到一个群袁
分享到任意微 信群即可马上领取冶
的界面袁 她又按照流程转发了微信

群袁 可等待了一会还是没看到微信
钱包内金额增多袁野这不是骗人嘛袁那
么无聊袁本来以为是福利袁没想到是
个假信息袁真 是令人气愤遥 冶

记者根据张女士提供的链接进
入袁 发现情况与张女士所说并无出
入袁那么这样的行为是否违法袁如果
遇到该如何处理钥 记者电话咨询了
某律师遥该律师表示袁叶广告法曳第二
十八条规定袁 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内容欺骗尧误导消费者的袁构
成虚假广告遥 该公众号的行为涉嫌
违反广告法袁 市民可向工商部门举
报投诉遥

商报讯 渊记者 荆胜欣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2016年
12月 17日袁本报刊发了叶海秀快速路人行天桥成了
野断头桥冶曳的报道遥昨日袁海口市民张先生拨打本报记
者电话袁称海秀快速路人行天桥终于完工袁他穿过海
秀路时已经不再需要野闯冶马路了遥
昨日袁记者在海秀快速路人行天桥看到袁用铝合

金结构件组装的三座野断头桥冶已经全部完工并投入
使用袁行人正在陆陆续续从桥上经过遥 记者现场采访
几位市民袁大家均表示现在有了人行天桥袁再也不需
要战战兢兢地横穿地面道路了遥 野无论是对行人袁还是
对过往车辆袁这都是一个好事遥 冶市民郭先生说遥

转发信息有红包领？掉坑了！
律师院涉嫌虚假广告袁可向工商部门举报

商报讯渊记者 臧会彬冤昨日袁记
者获悉袁为了共建和谐的绿色出行
环境袁更加便利市民的出行和工作
生活袁相关部门再次提醒袁请还未
办特殊人群公交优待卡的市民抓
紧时间尽快办理袁以免给您的出行
带来不便遥 其中老年人可携相关材
料直接前往海南一卡通客服网点
办理袁中小学生则由各学校尽快收
集集中办理遥 详细服务咨询请拨打
海南一卡通客服热线院963001袁或
关注海南一卡通公司旗下微信号院
海南一卡通袁回复野优待卡冶了解遥

据介绍袁在特殊人群还完全未
办理好优待卡的期间袁 仍执行 野证
卡冶过渡共用的政策袁即目前袁特
殊人群仍可凭老的纸质证件优惠
乘车袁以保障市民乘车出行的优惠
权益遥

据了解袁相比普通海口公交卡
8.5折的优惠袁 优待卡的优惠力度
会更大袁根据特殊群体年龄段和身
份的不同袁实现了刷卡半价或免费
乘坐公交袁 政府补贴更加科学尧合
理地发放袁也将福利政策落实到每
位市民遥

办理优待卡半价坐公交

商报讯 渊记者 邝清晶 实习
记者 符才玉 摄影报道冤自 2016
年 4月起袁海口市正式发行了特
殊群体公交优待卡 渊以下简称
野公交卡冶冤袁包括学生卡尧老人卡
与残疾人卡等遥然而有老年人反
映袁办理老年人公交卡袁需要先
办理海南省老年人纸质优待证袁
然后持优待证方可办理公交卡袁
因此有部分老年人不解院优待证
与公交卡为何要分开办理呢钥一
起办理不是更方便吗钥

10日上午 9时袁商报记者来到
位于海甸岛新安社区服务中心袁看
到有近 10名老人在排队办理公交
卡遥 一位陈姓老爷爷表示袁前段时
间就打算来办乘车卡袁不过由于他

本人的优待证已于日前到期袁必须
先办理优待证袁 才能办理公交卡遥
野我等半个月才办好渊优待证冤袁办理
公交卡又要半个月袁如果直接刷身
份证就好了遥 冶陈爷爷说遥

据悉袁优待卡分年龄阶段办理袁
每个阶段的优待卡享受优惠不同袁
65-69是 5 折袁70 岁以上是全免遥
而陈爷爷超过了 70岁袁必须重新过
来办理新的公交卡遥

1.持本人身份复印件 1张袁2张 1寸红底照片袁如果是外地老人袁还需持有
居住证明复印件袁到当地社区办理叶海南省老年人优待证曳曰

2.在海口市居住尧年龄在 65周岁渊含冤以上的老年人袁由本人持叶海南省老
年人优待证曳尧身份证或户口簿尧1张 2寸白底照片袁在以下网点就近办理院

海口市龙华路龙华公交
总站

海甸岛二东路水岸阳光 A区
D栋 2楼渊新安社区街道办冤

和平南路 112 号 2 楼文明
天桥旁渊第七小学正对面冤

海秀东路与五指山路交界处
渊金椰岛商务酒店旁冤

周一至周四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8:00

周五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日
8:30-18:00

周一至周日
8:30-20:30

网点名称

36676359

办理时间电话地 址

36671501新安社区店

文明天桥店

望海店

龙华店

963001

36676389
荩新安社区办卡现场

商报讯渊记者 臧会彬 王铭 实习记者 蔡宝升冤近日袁海
口市民张女士向国际旅游岛商报投诉称袁 某知名房产在微
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条转发送红包的活动袁 可按照流程走
完后发现并没有收到红包袁这种行为令张女士感到愤怒遥律
师表示袁根据叶广告法曳第二十八条规定袁广告以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内容欺骗尧误导消费者的袁构成虚假广告遥 这种行
为涉嫌虚假广告袁市民可向工商部门举报投诉遥

转发微信群
领红包

海秀路人行
天桥已完工

陵水快检筛查
确保食品安全

优待证公交卡分开办，转晕老人家
海南一卡通院将提高服务质量袁提高办卡效率袁方便老人出行

商报讯渊记者 叶娇冤为集中帮扶
各类就业困难人员和残疾登记失业
人员就业创业袁近日袁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尧省残疾人联合会下发叶关
于开展 2017年就业援助月活动的通
知曳袁定于 2017年元旦尧春节期间在全
省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遥 以
就业困难人员袁特别是就业脱贫工作
为重点袁集中为各类就业援助对象送
岗位尧送培训尧送服务尧送政策袁帮助
一批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袁确保零
就业家庭动态清零遥
据通知袁此次就业援助月专项活

动时间为 2017年 1月袁援助对象为大
龄失业人员尧零就业家庭有劳动能力
劳动者等各类就业困难人员曰残疾登
记失业人员曰去产能中失业人员和长
期停产停工企业职工曰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劳动力遥 困难家庭离校未就
业毕业生尧退役士兵尧失地人员尧戒毒
康复人员等其他援助对象遥

我省开展就业援助月活动

零就业家庭
实现动态清零

商报讯 渊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尹
俊冤新年伊始袁为切实保障消费者舌尖
上的安全袁 大力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
传袁 陵水县食药监管局与共青团陵水
黎族自治县委员会联合印发叶2017年
周末开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活动方
案曳遥 根据叶方案曳的计划安排袁县食药
监管局联合县团委青年志愿者在
2017年全年利用周末袁要在各大超市
和农贸市场开展食品安全风险快检筛
查检测活动遥

近日袁 在陵水县城百佳汇超市袁
野快检筛查周末行袁 舌尖监管再发力冶
第一站拉开了今年 野食品安全快检筛
查志愿行动冶的序幕遥

办理海口公交卡需提交的材料

办卡公司 鉴别老人真年龄难

市民反映 办卡等待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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