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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陈先生一开始就抱着
野培养孩子担当和爱国情怀冶让孩
子报名遥此次夏令营结束后袁陈先
生颇有感慨院野现在的孩子太容易
被网络碎片化的信息吸引袁 时尚
娱乐偶像容易成为孩子的榜样袁
孩子很愿意模仿遥 但孩子成长过
程中必须要有爱国情怀的支撑袁
无论他将来从事何种职业袁 爱国
情怀是必须具备的品质遥 冶
不少家长表示袁 军事夏令营

让孩子在暑期迅速成长和成熟袁
期待孩子由此有一个新的未来遥

为给广大海南青少年提供军
事化历练机会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
社今年携手海口军拓军事夏令营
共打造 3期夏令营遥 第一期昨日
顺利结营后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社
2017 年暑期第二期海口军拓军
事夏令营将于明日开营袁 更多精
彩袁敬请关注商报全媒体报道遥

值得一提是袁2017年暑期第
三期海口军拓军事夏令营火爆招
募学员袁 家长咨询热线 0898-
36386254袁名额有限袁先到先得遥

渊文/肖卫香冤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肖卫香冤 16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从海南省中招办获悉袁 我省第一
批 2017年高中阶段招生录取工作享
受优惠政策考生名单得以公示遥
此次公示的优惠项目包括院 革命

烈士子女曰现驻三沙市的军尧警部队现
役军人和有关单位干部职工(驻岛时间
达半年以上)的子女曰初中阶段获得省
级优秀学生干部尧三好学生尧宋庆龄奖
学金的考生曰获得国家级三等奖以上尧
省级二等奖以上 野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冶的考生曰因公牺牲或一级至四级残
疾的军人和人民警察的子女曰 见义勇
为牺牲人员的子女袁 见义勇为伤残且
伤残等级为 1-4级的人员或子女;农
村独生子女户尧纯二女结扎户的子女遥
据悉袁海南各市县(单位)中招办在

考生报名时袁 已对申请享受优惠政策
的考生材料进行了初步审查并在中招
管理系统中录入相应特征袁 省中招办
等相关部门于近日开展了复审遥 该批
通过复审的名单袁 公示日期从即日起
至 2017年 7月 21日袁举报电话(兼传
真)院0898-31690027遥具体名单可登录
海 南 省 中 招 信 息 网 (http://
218.77.181.3/)查看遥

海口飞往南宁
票价低至1.7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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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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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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飞往南昌尧 合肥尧 贵阳尧福
州尧南宁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在三折以
下遥 其中袁海口飞往南宁的航班袁票价
低至 1.7折渊200元冤遥

海口飞往天津尧重庆尧石家庄尧长
沙尧南京尧哈尔滨尧济南尧广州尧上海尧
西安尧太原尧合肥尧杭州尧福州尧银川的
航班袁票价折扣在四折以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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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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袁我省将严厉打击游商小贩无证经营
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渊俗称野美瞳冶冤尧医疗器
械经营企业超范围经营野美瞳冶等行为袁发现超范
围经营的袁依法严肃查处袁该吊证的吊证袁该停业
整改的停业整改袁该限期整改的限期整改曰在监
督检查中发现经营未取得注册证的野美瞳冶的袁本
着野从严尧从重尧从快冶处理的原则袁依法严肃查处
并及时予以曝光袁包括公布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名
称尧组织机构代码尧法定代表人姓名及其他有关
信息等遥
海南省将以眼镜商城尧眼镜店尧居民区尧车站

码头尧繁华街区尧过街天桥尧夜市尧购物商场尧学校
周边饰品店铺尧小商品批发市场尧乡镇农村集贸
市场等为重点区域袁开展定期巡查袁有条件的单
位组织实行拉网式排查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遥

海南省食药监管局提醒消费者袁应到具备相
关经营许可资格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购买 野美
瞳冶袁 并确认所购产品已经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
书袁切勿贪图价格便宜从非正规商家或者网络商
铺上购买未经注册的产品遥

“美瞳”渐乱迷人眼 市民选购得小心
海南食药监从严从重从快严打非法经营者

徐女士是资深彩民袁喜欢买彩票袁平常喜欢到
老爸茶店里看码师野抓规律冶遥野茶店里不少人都讨
论彩票袁我每次看看袁哪个好我就去买哪个遥冶徐女
士表示袁即使是台风天袁也无法阻止彩民买彩票的
热情遥

野刮风下雨出门多不方便呀袁台风就更没办法
出门了遥以前没有叶新埠岛三号窑天天好彩曳的时候袁
不管天气如何恶劣袁我都会去茶店去看看遥 但现在
不用那么辛苦了遥冶徐女士笑道袁野而且袁我推荐给其
他朋友袁 下雨或者是有事不能去老爸茶店也没事
了袁现在有叶新埠岛三号窑天天好彩曳就够了遥 冶
据悉袁徐女士身边的很多好友现在都是叶新埠

岛三号窑天天好彩曳视频栏目的忠实观众遥另外袁记
者还了解到袁 在 7月 16日开奖日袁 开奖号码为:
1362098袁码师预测会员码中有一个直码为 1356袁

与中奖号码只有一数之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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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号码袁只有注册成为野新埠岛 3号窑天天好彩冶彩
票俱乐部会员袁才可以每期收到码师预测的 16组
号码袁分别是 4组直码尧4组三字定尧4组定位以及
4组三字现遥 成为会员需缴纳会员费 1200元/年袁
现在下载海拔 APP可抵扣 200元袁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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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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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邝清晶)

有了叶新埠岛三号窑天天好彩曳袁刮再大的台风也不怕

随时随地看码师“抓规律、抓号码”
这几日下午袁 海口都会有雨神

光临袁 昨天甚至还预报会有台风登
陆袁搁以前袁徐女士会担心不能到茶
店里看码师野抓冶彩票号码规律袁但
是有了 叶新埠岛三号窑天天好彩曳视
频栏目后袁徐女士再也不用担心了遥

海南中招

公示首批享受
优惠政策名单

新的成长新的期待袁这便是第一期军拓军事夏令营学员学会的

第三期军拓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中

7月 2 日是第一期军拓军事
夏令营开营第一天袁 营员们早早
集结袁 准备参加为期十五天的军
事夏令营遥 这是一期为营员们量
身打造的军事夏令营袁 营部根据
营员的年龄尧身高尧就读的年级等
因素分组编班遥 营员们进入营地
的第一件事情袁 便是将携带的违
禁物品交由营部保管遥

扛着枪支训练尧在野外拉练袁
加入海口军拓军事夏令营的小营
员们在训练中炼成野铁骨冶遥 通过
各类小游戏培养营员们的集体荣
誉感袁 让他们深知团队合作的重
要性遥 而每天晚上袁营员们经过了

一天的训练袁有足够的时间思索并
记录一天的收获袁 他们的思念尧成
长袁在一页页的纸张中得以记录遥

夏令营期间袁野感恩教育冶也
是关键内容遥 为了使营员们达到
更明白事理袁快乐成长袁懂得感恩
长辈尧感恩师长尧感恩生命中所拥
有的一切袁 海口军拓军事夏令营
营部集中举行感恩教育遥
年幼的孩子想妈妈袁 是海口

军拓军事夏令营每年必须会遇到
的问题遥 平时一脸严肃的教官便
会化身知心大哥哥袁 全程陪护与
疏导安慰袁 让稚嫩的孩童在集体
中成长成野小小男子汉冶遥

银教官为营员颁发证书

身着迷彩服尧
脖颈挂奖章尧手捧
鲜红的证书袁一群
稚嫩的孩子笔直
地站在蓝天下袁英
气十足遥 虽然天公
不是很作美袁阵雨
时不时袭来袁但第
一期的海口军拓
军事夏令营结业
仪式如期进行遥

军事训练让孩子有铁骨也有柔情

“海口军拓夏令营”第三期招募中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徐明锋冤 16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
从海南省食药监管局获悉袁日前袁该局印
发 叶关于加强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
监管的通知曳袁严厉打击非法经营装饰性
彩色平光隐形眼镜行为袁 特别是游商小
贩的非法经营行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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