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我女朋友本身是理科生袁很喜欢
研究七星彩走势规律袁叶新埠岛 3号窑天
天好彩曳视频栏目的推出袁让她十分欣
喜袁她说袁这个栏目让她研究七星彩走
势规律时更有兴趣遥冶单先生说袁他和女
朋友相爱三年了袁打算今年结婚遥 女朋
友在和他看星星的时候跟他约定袁等她
跟着叶新埠岛 3号窑天天好彩曳视频栏目
码师的分析预测再中一次奖后就跟他
去领证遥 野听了这话袁我可开心啦袁因为
码师的分析预测特别准袁中奖那是很快
的事袁我就安心等着娶她回家了浴 冶
据了解袁 该视频栏目于每周一尧周

四尧周六袁通过国际旅游岛商报官方微
信公众平台尧椰网尧海拔 APP手机客户
端推出遥 在该视频栏目中袁将有码师为
彩民分析往期七星彩号码走势袁并预测
最新一期的七星彩开奖号码遥市民只要
下载海拔 APP手机端,或通过椰网以及
国际旅游岛商报官方微信袁任何一种方

式袁即可直接观看视频栏目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在每期的预测视

频栏目中袁 码师只会透露一小部分号
码遥 然而袁彩民如果注册成为野新埠岛
3号窑天天好彩冶 彩票俱乐部的会员袁
一年内袁每期开奖当天袁该栏目组将为
会员彩民推送 16组开奖号码袁其中包
括 4组定位 4尧4组定位 3尧4组定位 2尧
4组任选 3遥
据介绍袁 需要注册会员的彩民袁可

通过微信红包尧 支付宝支付会员费袁或
拨打热线电话 0898-65818181上门报
名袁留下手机号码袁即可成为野新埠岛 3
号窑天天好彩冶彩票俱乐部的会员遥
据悉袁 加入 野新埠岛 3号窑天天好

彩冶彩票俱乐部的会员袁每年需缴纳会
费 1200元袁而下载海拔 APP手机端可
抵 200元优惠券袁会费为 1000元一年遥
咨询电话院0898-36386250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吴坤莹冤 18日凌晨袁 三亚强暴雨来
袭袁该市三防办于 18日上午发布防御强
降雨工作通知袁17 日 8时至 18 日 6 时
40分袁 受南部近海强对流云团活动影
响袁三亚普降暴雨到大暴雨袁平均降雨量
达 67㎜袁 单点最大降雨槟榔桥站达 199
㎜遥 该市住建尧园林尧交警等多部门联动
抢险排涝尧疏导交通袁维持城市秩序平稳
安定遥

6月 18日上午袁三亚市三防办发布
通知袁该市受强降雨影响袁要求各相关单
位密切掌握水情尧雨情变化袁做好水库等
防洪工程巡查排查尧 山洪地质灾害和城
市低洼内涝防范等工作遥 为做好防御强

降雨工作袁三亚住建尧园林尧交警等多部
门联动工作袁抢险排涝袁避免路面积水袁
确保车辆及行人安全遥其中袁三亚市住建
局市政维护应急中心出动应急成员 312
人袁应急强险车 5辆袁发电机 10台袁小型
抽水机 17台袁材料运输车 6辆袁安全维
护设备若干袁于当日 5时 30分迅速到达
权属路段进行应急排涝遥 此外袁 三亚园
林尧住建合作袁开挖疏通荔枝沟桥下游施
工围堰袁强排内涝积水;交警等各相关部
门出动工作人员袁加强道路巡查排查袁及
时疏导交通袁有力维护了城市秩序遥
截至 18日 11时袁三亚各区(管委会)

除天涯区水饺村有两处居民家中发生进
水情况外袁该市无其它险情尧灾情发生遥

作为海南地区军事类夏令营的缔造者袁 海口军拓军
事夏令营从 2012 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几十期青少年军
事夏令营活动袁让孩子从国防教育尧仪态礼仪尧素质训练尧
团队意识等全方位系统提升袁得到了合作单位尧家长及社
会各界的一致认可遥 而该夏令营的活动内容之一便是野感
恩教育冶遥

活动期间袁除了采用军事训练和野外拉练等活动等训
练营员的体魄袁 海口军拓军事夏令营营部将举行感恩教
育袁告别粗略的说教袁让营员达到知行合一袁懂得感恩长
辈尧感恩师长尧感恩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袁以健康的身心快
乐成长遥
人无礼而不立遥 回望海口军拓军事夏令营营部过去的

成绩袁营员们通过一期又一期夏令营的学习生活袁都养成
了良好的行为习惯遥 受人帮助袁懂得了真心回馈曰看到了有
需要帮助的人袁会立即伸出援手曰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独
立完成曰对身边的人以礼相待遥
据悉袁海口军拓军事夏令营开营时间为 7月 2日尧7月

16日尧23日和 30日袁共四期袁每期 14天袁为保证夏令营质
量袁每期仅限 10名学生报名袁想报名的学员们千万不要错
过袁咨询电话 0898-65818181遥

小小军营男子汉 感恩教育不简单
海南军拓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第一期开营时间为 7月 2日

根据气象部门 18日 17 时天
气预报袁预计 19日白天院海口尧临
高袁多云有雷阵雨袁26~32益曰东方袁
多云有雷阵雨袁26~31益曰 澄迈袁多
云有雷阵雨袁26~33益曰儋州袁多云
有雷阵雨袁26~32益曰昌江袁多云有
雷阵雨袁27~32益曰白沙袁多云有雷
阵雨袁26~32益曰琼中袁多云有雷阵
雨袁25~32益曰定安尧屯昌尧文昌袁多

云有雷阵雨袁26~33益曰琼海袁多云
有雷阵雨袁27~33益曰乐东袁多云有
雷阵雨袁24~31益曰五指山袁多云有
雷阵雨袁24~30益曰保亭袁多云有雷
阵雨袁25~32益曰三亚尧陵水袁多云有
雷阵雨袁26~31益曰万宁袁多云袁26~
31益曰西沙永兴岛袁多云袁南到西南
风 4~5级袁29~32益曰 中沙黄岩岛袁
多云 袁 南到西南风 4~5 级 袁28 ~

32益曰南沙永暑礁袁多云袁南到西南
风 4~5级袁28~32益遥

海洋天气预报袁预计 19 日白
天院北部湾海面尧琼州海峡尧海南
岛东部尧南部和西部海面袁多云有
雷阵雨袁西南风 5级袁雷雨时阵风
7~8 级曰西沙尧中沙尧南沙群岛附
近海面袁多云袁南到西南风 5 级袁
阵风 6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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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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袁 海口
飞往国内省会城市的机票折扣在四
折以下占三分之二遥

海口飞往北京尧 天津尧 郑州尧南
京尧哈尔滨尧合肥尧广州尧南宁的航班袁
票价折扣在三折以下遥

其中袁 海口飞往合肥的航班袁票
价低至 2.9折渊520元冤遥
海口飞往上海尧重庆尧长沙尧南昌尧

沈阳尧长春尧西安尧太原尧济南尧乌鲁木
齐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在四折以下遥

海口飞往武汉尧福州尧昆明尧拉萨
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在五折以下遥

海口飞往石家庄尧成都尧西宁尧贵
阳尧杭州尧兰州尧银川尧呼和浩特的航
班袁票价折扣在五折以上遥

海口飞往合肥
票价低至2.9折

朝晴午雨成套路 出门别忘带把伞
海南今日最高气温 33益 局部地区午后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近日雨水频频光临琼岛袁 常常出其不意的一场
野雨冶袁既让人猜不透袁又破坏好心情袁好好的一个周
末也被雨水打搅了曰今日袁雷阵雨的野脾气冶还不小袁
继续在琼岛搞事袁上班的亲袁把你的雨具通通都带
上袁有备无患袁除了万宁袁其他市县的局部地区午后
均有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袁宝宝们要注意防范哦浴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肖卫香冤
在近日的咨询中袁野感恩教育冶再次被提上日程袁不少
家长提问主办方国际旅游岛商报袁 今年的夏令营活
动是否涉及到野感恩教育冶钥 据了解袁国际旅游岛商报
去年成功打造加拿大多伦多英语游学夏令营后袁今
年再次开通加拿大多伦多路线和英国剑桥大学游学
路线袁 并新开通了一条海口本地军拓军事夏令营路
线袁该夏令营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野感恩教育冶遥

暴雨昨日袭三亚
多部门抢险排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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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电话院
12318渊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冤
66810531渊省记协冤
举报邮箱院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 5月24日

公 告

叶新埠岛 3号窑天天好彩曳见证一个星空下的浪漫约定

码师规律算得准 跟着买奖有盼头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赵汶冤 野买七星彩

不只是中老年人的兴趣爱好袁 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喜欢买遥 这
不袁叶新埠岛 3号窑天天好彩曳七星彩规律预测号码视频栏目推
出之后袁我跟女朋友经常看遥 冶海口彩民单先生笑着说袁他和女
朋友都喜欢买七星彩袁叶新埠岛 3号窑天天好彩曳视频栏目推出
后袁他们每次约会都一起看栏目码师的七星彩走势规律分析遥

下载海拔资讯 APP
看码师精彩预测

相关
新闻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冤 海口交通部门自两个月
前推出野海口公交出行冶的公众号和客
户端以来袁关注人数迅速上升袁迄今公
众号关注人数已超 3万袁APP下载量
也已经超过 3000次遥
截至目前袁 海口公交出行微信公

众号的关注人总数已经达到 36731
人袁其中袁本月新增就达到约 6000人
次遥 新增加关注人数增长最高出现在
5月 22日袁 净增长人数达到 722人袁
其余时间均保持了每日至少 200人的
增量遥 同时袁海口公交出行 APP的总
下载量超过 3000次遥

据了解袁海口公交出行 APP功能
很多袁出行查询只是 APP其中一个功
能袁另外还包括线路查询尧站点查询尧
线路列表尧公交公告尧失物招领等重要
功能遥 目前袁他们该 APP正在筹备二
期项目建设袁未来袁市民通过手机可以
查询公交车到站信息遥

逾 3万人关注
海口公交公号
坐公交不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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