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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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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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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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G98环岛高速公路龙昆南互通交通管制

司机请注意，按图绕行走“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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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袁海口飞
往国内省会城市的机票折扣在四折以
下占三分之一遥
海口飞往郑州尧长沙尧南京尧南昌尧

哈尔滨尧太原尧济南尧广州尧福州尧南宁
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在四折以下遥
其中袁海口飞往福州的航班袁票价

低至三折渊390元冤遥
海口飞往天津尧石家庄尧沈阳尧西

安尧贵阳尧杭州尧乌鲁木齐的航班袁票价
折扣在五折以下遥
海口飞往北京尧上海尧成都尧合肥尧

兰州尧昆明尧银川尧呼和浩特的航班袁票
价折扣在六折以下遥
海口飞往重庆尧武汉尧长春尧西宁尧

拉萨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在六折以上遥

海口飞往福州
票价低至 3折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王辉冤 商报记者从海航
获悉袁海南航空将于 7月 6日开通
海口葑普吉航线袁此航线的开通既
是对国家野一带一路冶战略与野澜湄
合作冶机制的响应与支持袁也为两

地友好往来提供了便利遥
据了解袁海口葑普吉航线开通

后袁每周二尧四六均有航班往返两
地袁旅客们若想乘坐该航线袁可登
陆购票网站进行查询购买渊航班信
息以最终系统查询为准冤遥

海航于明日开通
海口葑普吉航线

野两个码师轮流来讲袁各有特色袁一个码
师讲得比较细致袁我这种不是太懂野规律冶的
人都听懂了曰另一个码师讲解很快速袁熟练
的把野规律冶整理成一套一套的袁也很好袁各
有千秋遥 冶王阿姨说起叶新埠岛三号窑天天好
彩曳这个视频节目袁如数家珍遥

据王阿姨介绍袁她看这个视频栏目已经
有三个月了袁算是资深观众袁不仅如此袁在
王阿姨带动下袁 身边的很多人都开始关注
这个视频节目袁野海南人就是喜欢买彩票嘛袁
这个栏目确实也讲的不错袁自然就收到彩民
的欢迎啦浴 冶王阿姨笑道遥 野我身边不少朋友
跟着码师买袁都中了好几次袁我很看好这个
栏目遥 冶
此外袁记者得知袁在 7月 4日开奖日袁开

奖号码为:2423699袁码师预测中了铁卒 2尧4遥
据了解袁叶新埠岛 3号窑天天好彩曳视频栏

目由国际旅游岛商报推出袁每周二尧周五尧周
日可以在国际旅游岛官方微信上收看袁 还可
以通过海拔手机端尧椰网收看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每期视频中袁码师只会透

露部分号码袁但注册成为野新埠岛 3号窑天天
好彩冶彩票俱乐部会员袁能在每期开奖日收到
码师预测的 16组号码遥成为会员需缴纳会员
费 1200/元袁 现在下载海拔 APP可抵扣 200
元袁 即需要 1000元/年即可成为 野新埠岛 3
号窑天天好彩冶彩票俱乐部会员袁此外袁半年
VIP会员费为 650元袁季度 VIP会员费为 400
元袁月 VIP会员费 150元遥
市民可选择微信或支付宝支付袁 也可拨

打热线 0898-65818181尧0898-66200119上门
报名袁留下手机号码即可遥 (邝清晶/文)
广告热线院0898-36386250遥

我是资深彩民，爱看“天天好彩”
叶新埠岛 3号窑天天好彩曳获得众多彩民称赞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李盛兰冤
7月 4日袁 根据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G98白
莲至龙桥段及 S82联络线改扩建工程的施
工安排袁 海口交警部门于 7月 1日至 8月

10日对龙昆南互通匝道实施交通管制袁现
发布以下绕行提示遥

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袁 请按现场有关
交通指示标志或按交通管理安全人员的指
挥行驶袁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袁敬请谅解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肖卫香冤 7月 1日袁海南师
范大学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组织
了本年度的乡村小学教师定向免
培生招生面试工作遥 4日公布面试
结果院本次参加面试 427人袁306人
通过面试考试袁拟招生 200人遥 面
试内容主要分为语言表达尧体态仪
表两部分遥 面试总分为 100分袁其
中面试成绩低于面试总分的 60%
渊即 60分冤为不合格袁不予录取遥

实施乡村小学教师定向免培
工作是落实 叶海南省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 渊2015 -2020 年 冤曳 渊琼府办
也2015页235号冤 的一项重要举措袁今
年是第二年遥自 2016年至 2020年袁
在海南师范大学每年定向培养约
200名乡村小学教师遥学生在校学习
期间免除学费尧 住宿费袁 补助生活
费袁所需经费由省财政负担袁毕业后
回生源地市县的乡村学校和乡镇中
心幼儿园任教袁服务期不少于 5年遥
根据要求袁海南师范大学实施小

学野一专多能冶乡村教师培养模式袁使
小学定向免培生至少能胜任两门以
上课程教学袁并具备一定特长遥

306人通过乡村小学教师
定向免培生招生面试

叶新埠岛三号窑天天好彩曳视频节目播出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袁逐渐也吸引了一批忠实
的观众袁这不袁王阿姨就是一个野铁粉冶遥

西 线 高
速尧 洋浦方向
入口匝道施工
封闭袁 前往西
线高速由南海
大道或滨海大
道西延线绕行
至海榆 西线
渊225国道冤遥

前往机场尧琼海方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遥
去机场可选择由滨江路尧新大洲大道
绕行曰

去琼海尧
三亚方向车
辆袁可选择由
凤翔东路或
琼州大道寅
东线高速袁或
由 迎 宾 大
道寅羊山大
道寅惠农路
前往东线高
速遥

龙昆南
互通东向西出
口匝道施工封
闭袁 由机场尧
G98东线高速
前往龙昆南
路尧羊山大道尧
海口市区方向
车辆袁可选择由
绕城高速的观
澜湖互通下高
速前往袁 或由
G98东线高速
龙桥互通寅那
梅立交 渊府城
互通冤前往遥

龙昆南互通西向东方向往龙昆南路尧羊山大道
的出口匝道正常通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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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码师讲规律

航空
出行

航班号 机型 班期 出发城市 出发时间 到达时间 到达城市

HU405 B737 每周 2 4 海口 6:30 08:20 普吉

HU405 B737 每周 6 海口 6:20 08:20 普吉

HU406 B737 每周 2 4 6 普吉 09:50 13:40 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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