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药监提醒：
预防诺如病毒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冤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是
由诺如病毒属病毒引起的一种肠道
传染病袁也是食源性疾病中感染性较
强的一种胃肠道炎性疾患袁此时正是
诺如病毒高发季遥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具有发病
急尧传播速度快尧涉及范围广等特点袁
感染对象主要是成人和青少年学生袁
主要症状为恶心尧呕吐尧腹痛和腹泻袁
腹泻为稀水样便或水样便遥 可通过污
染的水源尧食物尧物品尧空气等传播袁
常在社区尧学校尧餐馆尧医院尧托幼园
所等人群聚集区引起集体爆发遥

陵水县食药监局提醒袁预防诺如
病毒感染性腹泻袁餐饮单位和集体食
堂要严格按照叶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曳加工食品袁市民要养成良好
的个人卫生习惯袁如果家庭或同寝室
有人出现呕吐或腹泻症状袁应及时前
往医院就诊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前日还是棉袄与毛衣齐裹袁
今天就看到丝袜和短裙齐飞袁最近琼岛的气温如股市般急升暴跌袁玩儿你没商
量浴 周末琼岛主打野晴歌冶袁如此好的天气袁约上家人和好友一起出去玩耍吧浴 但
外出游玩别忘记做好防晒措施袁晒黑了可就不美丽啦遥海口尧临高尧澄迈尧定安的
小伙伴们要注意咯袁今日野大雾君冶还会来捣乱袁开车外出要注意减速慢行遥 另
外袁琼州海峡早晚有雾袁商报君提醒海上作业的渔民及时关注最新天气情况遥

根据海南省气象台 10日 17
时天气预报袁 预计 10日夜间到
11日白天院海口袁晴间多云袁局地
有雾袁20~29益曰东方袁晴间多云袁
21~29益曰临高袁晴间多云袁局地
有雾袁20~30益曰澄迈袁晴间多云袁
局地有雾袁19~31益曰儋州尧屯昌袁
晴间多云袁20~31益曰昌江袁晴间
多云袁20~32益曰白沙袁晴间多云袁
19~32益曰琼中尧五指山袁晴间多
云袁19~30益曰定安袁晴间多云袁局
地有雾袁20~30益曰琼海袁晴间多
云袁22~29益曰 文昌袁 晴间多云袁
22~28益曰 乐东袁 晴间多云袁19~
31益曰保亭袁晴间多云袁21~30益曰
三亚袁晴间多云袁22~31益曰万宁袁
晴间多云袁22~29益曰陵水袁晴间
多云袁21~29益曰三沙袁多云袁25益
~29益遥 西沙永兴岛袁多云袁东南

风 5级袁24~29益曰 中沙黄岩岛袁
多云袁 东南风 5级袁24~28益曰南
沙永暑礁袁多云有阵雨袁东北风 5
级袁25~29益遥

预计 11 日夜间到 12 日白
天院海口袁晴间多云袁20~29益曰东
方尧定安尧屯昌尧保亭袁晴间多云袁
21~31益曰 临高袁 晴间多云袁20~
30益曰澄迈袁晴间多云袁20~31益曰
儋州袁晴间多云袁20~32益曰昌江袁
晴间多云袁20~34益曰白沙袁晴间
多云袁19~34益曰琼中袁晴间多云袁
19~31益曰 琼海袁 晴间多云袁23~
30益曰文昌袁晴间多云袁23~29益曰
乐东袁晴间多云袁19~32益曰五指
山袁晴间多云袁19~31益曰三亚袁晴
间多云袁23~31益曰万宁袁晴间多
云袁23~29益曰 陵水袁 晴间多云袁
22~30益遥 西沙永兴岛袁多云袁东

南风 5级袁25~29益曰中沙黄岩岛袁
多云袁东南风 5级袁24~28益曰南沙
永暑礁袁 多云有阵雨袁 东北风 5
级袁25~29益遥
海洋天气预报院 预计 10日夜

间到 11日白天院北部湾海面,琼州
海峡尧海南岛东部尧南部和西部海
面袁西沙尧中沙群岛附近海面袁多云袁
东南风 5级曰南沙群岛附近海面袁多
云有阵雨袁,东北风 5级袁阵风 6级遥
另外袁琼州海峡早晚有雾遥

预计 11 日夜间到 12 日白
天院北部湾海面袁多云袁偏南风 5
级袁阵风 6级曰琼州海峡尧海南岛
东部尧南部和西部海面袁多云袁偏
南风 5级曰西沙尧中沙群岛附近海
面袁多云袁东南风 5级曰南沙群岛
附近海面袁多云有阵雨袁东北风 5
级袁阵风 6级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赵汶冤90后的阿鑫
是个比较内向的男孩
子袁 虽然平时他工作
很努力袁 但是因为他
内向的性格袁 导致他
在单位并没有几个朋
友遥 在同事的眼中袁他
就是个野独行侠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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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省委宣
传部尧省文体厅尧省记协自即日
起袁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
件线索举报遥 我们郑重承诺院严
守保密规定袁对重要线索一查到
底袁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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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531渊省记协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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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性格内向袁所以阿鑫
闲来无事总是会琢磨一些不
需要跟别人有太多交流的事
物遥买彩票袁就是其中一项遥阿
鑫回忆袁他从三年前开始买彩
票袁尤其喜欢买七星彩袁因为
他觉得七星彩十分奇妙袁而且
把往期的开奖号码罗列在一
起袁连续排下来袁也很有意思遥

阿鑫坦言袁 他买彩票三
年袁最开心的时候不是买彩票
中奖袁 而是研究彩票的走势遥
野我很少在人前研究这些袁因
为觉得不好意思袁即便是在午
休时间袁我也不会把这些拿出
来研究袁总觉得跟工作环境格
格不入遥 冶然而袁去年 12月份袁
阿鑫意外在 叶国际旅游岛商
报曳看到了手机体彩客户端的
消息袁当即进行了下载袁并开
始使用手机体彩客户端研究

彩票走势遥
阿鑫说袁因为他平时基本

不玩手机袁也不在同事们面前
买彩票袁所以当同事们看到他
用手机买彩票时袁 都十分意
外遥 野他们都问我在哪里下载
的手机客户端袁又问我买什么
码遥 冶因为手机体彩客户端的
使用袁阿鑫跟同事们的交流渐
渐多了起来袁他内向的性格也
逐渐得到了改变遥

据了解袁 市民可通过识别
或扫描国际旅游岛商报官方微
博尧微信公众平台袁以及海商报
业集团旗下 13家分公司的官
方微博尧 微信公众平台每天刊
发的体彩二维码曰 打开微信平
台菜单栏袁点击野体彩购买冶曰以
及打开海拔 APP手机客户端袁
点击海南体育彩票 APP页面曰
点击椰网野头条冶上端野指尖购

彩 尽在掌中冶 等不同方式袁即
可直接进入购彩通道遥

市民只需在网页中输入
购彩的手机号码进行绑定袁随
后袁 下载安装海南体育彩票
APP 客户端袁 并注册个人账
号袁开通投注账号袁进行充值袁
即可进行投注袁在线购买年年
有余尧俱乐部台球尧俱乐部保
龄球尧心心相印尧精彩奇妙 5尧
乐翻番尧 财神到等即开游戏遥
超级大乐透尧排列 3尧排列 5尧七
星彩尧 海南 4+1等乐透游戏遥
此外袁市民还可购买竞彩足球
胜平负尧 竞彩足球让球胜平
负尧胜负游戏尧胜负任选 9场尧6
场半全场胜负游戏尧4 场进球
游戏等竞猜类游戏遥 值得一
提的是袁市民还可以在手机体
彩客户端中直接查看往期开
奖号码袁从而研究彩票走势遥

“手机体彩客户端让我不再内向”
90后彩民研究彩票走势尧购彩噎噎体彩 APP全搞定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冤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通
过查询航班票价得知袁11日袁 海口飞
往国内省会城市的机票折扣在 5折以
下占半数遥
海口飞往上海尧重庆尧郑州尧武汉尧

南京尧沈阳尧长春尧西安尧广州尧贵阳尧杭
州尧福州尧兰州尧银川尧南宁尧乌鲁木齐
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在 5折以下遥
其中袁海口飞往兰州的航班袁票价

低至 3.8折渊860元冤遥
海口飞往北京尧天津尧石家庄尧哈

尔滨尧济南尧合肥尧呼和浩特的航班袁票
价折扣在 6折以下遥

海口飞往兰州
票价低至3.8折

木棉街头开 椰城尽是春
海口五指山路尧丘海大道尧五公祠是赏木棉花的好去处

周末“晴歌”高唱 琼岛一日入夏
周末最高气温 34益 外出游玩的小伙伴们要注意防晒哦浴

木棉花又称英雄花袁木棉花坠落也分外的豪气袁从树上
落下的时候袁在空中仍保持原状袁一路旋转而下袁最后野啪冶一
声落到地上遥 树下落英缤纷袁花不褪色尧不萎靡袁很英雄地道
别尘世遥
记者在五指山路看到袁近 2公里长的道路两侧袁间隔数

米就有一株木棉袁怒放着朵朵如野灯笼冶态的红色花簇袁木棉
花拥有五片弯曲的花瓣袁中间围绕着一束淡黄色花蕊袁从树
顶向下蔓延袁远远望去袁鲜艳而不招摇遥 其中袁在五指山路连
接海秀路的路口处袁 逾 100米长路段的木棉花开得最繁密烂
漫遥

海口赏木棉花的地方除了五指山路外袁 还有五公祠尧海
航大厦等处遥

3月 10日袁海秀快速路与丘海大道交叉口袁几株木棉
正在怒放袁 橙色和红色的花朵在春天的暖阳下显得分外
娇艳袁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拍照遥

据了解袁 木棉花在每年的 2-3月份开
花袁花期 15天袁昌江是不少游客赏木棉花的

首选地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棣 摄影报道冤
堪堪才到三月中袁海南早已春暖花开袁花开得最应季的当属
三角梅和木棉遥说起木棉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昌江袁可惜此
时昌江木棉已谢袁好在海口花开正红遥

盛开的木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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