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肖卫香冤 18日袁叶德行天下幸福中
华曳公益大讲堂在海口海南工商学院大礼
堂拉开帷幕遥本次活动引爆了椰城市民学
习传统文化的热情袁根据组委会提供的数
据显示袁本次为大讲堂总共吸引了来自北
京尧 两广等及海口周边城市的市民共
8000余人次袁参与义工近两百人遥

叶德行天下 幸福中华曳公益大讲
堂由北京德行天下公益基金会主办袁
各省分会承办遥 该讲堂秉承与发扬先
祖的智慧袁 以弘扬中华德学文化为基
准袁以野传承中华文化袁净化社会心灵冶
为使命袁以野弘正道尧启善德尧做榜样冶
为理念袁以野开启企业善德袁共建善德
企业冶为宗旨袁积极推动社会及企业道
德伦理建设袁有效帮助企业和个人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
锋 冤 11月 18日袁海南省可再生能源协会二届二
次理事会暨 2017年会在海口召开袁 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和省委七届三次会议精
神袁讨论进一步推进协会工作袁促进我省可再生
能源发展遥商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袁2017年袁我省实
施光伏扶贫的市县增加到 16个袁 新增光伏扶贫
受益贫困户 5740户袁22276人遥
会上发布了 叶建设美好新海南促进海南省

小水电绿色发展调研报告曳袁调研报告着重剖析
了乐东响水电站尧五指山毛阳河梯级电站尧琼海
烟园水电站等三个案例袁 梳理了我省小水电行
业发展基本情况和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袁 并给

出促进我省小水电绿色发展尧 可持续发展的政
策建议遥

据介绍袁2016年全省有 9个市县实施了光
伏扶贫项目袁 完成光伏装机容量为 3943.61千
瓦袁户用型屋顶电站 1159 户袁村级(联户)型光伏
电站 14 个袁 完成投资额为 3291.67 万元遥 光伏
扶贫受益贫困户 871户袁4467人遥

2017年袁 实施光伏扶贫的市县增加到 16
个袁已经建成的尧正在实施的和计划今年底前建
成的光伏扶贫项目装机总容量为 33015.1千瓦袁
新增户用扶贫电站 3448 户袁村级(联户) 型光伏
电站 60 个袁投资额为 29920.29 万元袁新增光伏
扶贫受益贫困户 5740 户袁22276 人遥

当天上午 9时 50 分左右袁海
口公交 4路司机冯师傅驾驶公交
车行驶到海口汽车东站上下客时袁
一名穿着白色衣服的男子堵在车
辆前门口佯装打电话袁 动作缓慢袁
迟迟不肯投币袁与另一名穿着黑色
衣服的男子前后紧靠着上车准备
投币的林先生遥黑衣男子手里拿着
散开的折叠伞袁似乎有意挡住手中
的动作遥 待林先生投币后袁白衣男
子立即转身和黑衣男子一起迅速
下车离开遥冯师傅根据经验判断两

名男子很可能是小偷袁便询问刚刚
上车的林先生是否丢失东西遥但林
先生完全没领会到冯师傅的意思袁
继续投币并径直往车厢内走遥

冯师傅便再次询问袁 后知后觉
的林先生一摸裤子口袋才发现手机
不见了遥 冯师傅立即解开安全带袁
跑下车追赶小偷遥 一下车就发现了
在公交站台逗留的黑衣小偷袁便上
前用手一把推向黑衣男袁厉声呵斥
道院野把手机拿出来浴 冶黑衣小偷见
事情败露袁 迫于冯师傅的厉声震

慑袁 马上从雨伞里拿出偷来的手机
交还给了林先生袁并趁机转身快速
逃走遥 见追回乘客被盗手机袁为不
耽误乘客时间袁 冯师傅没有追赶袁
立即回到车上继续运营工作遥
林先生拿回手机后袁当即拉住

冯师傅的手表示感谢袁称赞冯师傅
是见义勇为的好司机遥林先生事后
拨打了海口公交集团客服电话袁要
表扬冯师傅见义勇为的行为袁并给
冯师傅发送了短信再次感谢袁才使
得这一善举被公布于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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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招标范围院 238间客房清洁与
服务
二尧招标要求院投标单位相关资质

齐全
三尧公示时间院2017年 11月 18日

至 20日
四尧投标方式院若有意向袁请将相

关资质及商业计划书含报价发送至院
jdjtyxglb@hnair.com 或致电酒店招标
处 0898-88698282遥

三亚凤凰机场快捷酒店
2017年 11月 18日

三亚凤凰机场
快捷酒店客房清洁
与服务外包招标公示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段然冤 18日袁国家统计局发
布了 10月份 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
售价格统计数据遥 10月份海口新建
住宅价格环比持平 袁 同比上涨
5.0%遥 海口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
持平袁同比上涨 5.1%遥 海口二手住
宅环比下降 0.5%袁 同比上涨 1.8%遥
三亚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0.2%袁

同比上涨 5.5%遥三亚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环比上涨 0.2%袁 同比上涨
5.5%遥 三亚二手住宅环比上涨
0.2%袁同比上涨 3.0%遥

70个大中城市中袁一线城市新
房价格环比下降袁一二三线城市房
价同比涨幅继续回落遥 15个热点城
市中袁大部分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
比下降袁同比涨幅回落或持平遥 另

外袁一线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同
比涨幅均连续 13个月回落遥

10月份袁随着野因城施策冶房地
产市场调控政策不断深入袁70个大
中城市中 15个热点城市房地产市
场总体平稳遥从环比看袁9个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袁 降幅在 0.1
至 0.3个百分点之间曰天津尧上海和
成都分别上涨 0.1%尧0.3%和 0.7%遥

从同比看袁13 个城市涨幅继续回
落袁回落幅度在 0.1至 3.7个百分点
之间遥

70 个大中城市中一二三线城
市房价同比涨幅继续回落遥 据测
算袁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均连续 13个月
回落袁10 月份比 9 月份分别回落
0.5和 0.7个百分点遥

10月份全国 70个大中城市房价出炉 一线城市房价下跌

海口房价环比持平 三亚环比微涨

一眼识破窃贼，追回乘客被盗手机
海口 4路公交司机见义勇为 市民乘客纷纷点赞

我省可再生能源协会二届二次理事会召开

今年新增户用扶贫电站3448户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汪德芬 通讯员 符宗瀚 陈思国冤
19日袁陵水黎族自治县举办首届十大
电商人物表彰大会暨电商扶贫志愿服
务宣誓仪式袁表彰 10名在陵水本土电
子商务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尧 取得良
好口碑和优秀业绩的电商人才袁 进一
步激励广大电商人服务社会袁 助推陵
水电商扶贫工作遥
据了解袁今年前十月袁陵水实现农

村淘宝电商下行交易额近 6000万元,
帮助村民节约资金 1430万元以上曰农
产品电商上行销售额达到 1.64亿元袁
同比增长 843豫曰并通过发展电商产业
链吸收贫困人口就业渊创业冤约 500 人
次袁 电商产业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近
186.83 万元袁人均增收 3700元遥

陵水表彰
十大电商人物

海口举行
公益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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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 11月 16日袁海口公交集团 4路公交司机
冯师傅驾驶公交车前往国贸途中袁市民林先生在海口汽车东站上车时袁两名小偷将其手机扒走遥 冯师
傅当场识破窃贼伎俩袁帮助乘客追回被盗手机袁获得乘客表扬点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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