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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夜间到 16日白天天气预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陈王凤 通讯员 杨永光冤海
口市气象部门发布袁 海口市未来将
有连续四天 36益的高温天气遥 根据
气象信息袁5月 15日 11时袁供电部
门发布全市范围防高温天气黄色
预警袁 启动 叶防高温天气应急预
案曳袁充分发挥政企联动尧内外联动
的作用袁多举措保障高温期间海口
市民安全可靠用电遥

在电网侧运行方面袁 供电部

门及时开展电网负荷预测袁 对高
温天气电网设备风险进行危害辨
识和风险评估袁 部署高温期间的
电网运行方式遥 全面对重过载线
路尧主变尧低压台区开展设备隐患
排查和巡视测温工作遥 同时加强计
划检修停电管控袁必要时停止计划
检修工作遥 在用户侧服务方面袁供
电部门组织各供电所深入辖区内
对重点客户和大客户进行走访袁检
查应急发电机状态袁落实用户自身

后备电源遥 组织工作人员对用户开
展安全检查袁 消除用电安全隐患袁
协助用户做好配电设备的防高温
天气工作遥

据了解袁5月 15日袁 海口电网
最大负荷达到 134万千瓦袁 预计高
温期间将增长百分之五左右遥

供电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袁 高温
天气袁用电负荷会持续升高袁如果市
民碰到用电问题袁请及时拨打 24小
时客户服务热线 95598遥

海口供电部门多举措应对高温“烤”验

紫外线院 在炎日下的时间袁 紫外线的益处是能够杀
菌尧有利于维生素 D的合成袁促进骨骼组织发育,但同时
紫外线的照射对人的皮肤尧眼睛等又具有很多危害遥 (应
对方法:避免过久在户外袁使用太阳伞尧太阳镜镉减少紫
外线对我们的侵害)
水院定时的喝水袁人体通过皮肤分泌汗液,消耗人体

内水分,不等太口渴时在喝水袁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
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尧没有食欲等,可以适
当的通过冷饮和饮料调节袁但不可过多食用,多饮会影响
食欲,袁严重可损伤脾胃或导致肠功能斈乱遥
盐分和维生素院炎炎夏日人体大量排汗,皮肤分泌的

汗液中有氯化钠成分, 在补充水分的同时, 还要补充盐
分遥 维生素也必不可少,西瓜尧黄瓜尧番茄等可以适当食
用,亦可饮用一些水果汁遥

调节饮食院或许过热的天气,让你不想吃东西,精神
萎袁所以应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少吃油腻或煎炸的
食品遥时令蔬菜尧水果拼盘尧海鲜鱼类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适当补充蛋白质等满足人体新陈代谢遥
不泡冷水澡院不泡温差过大的冷水澡,体温的骤然下

降,容易受寒,使关节产生疼痛,肢体麻木等不良反映,还
可能导致一些其他危害遥
生活起居保持规律院不熬夜袁充分的睡眠是保证人体

机能保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上, 同时夏季也是预防中暑
的有效措施遥 睡眠时不要躺在空调的出风口和电扇下的
风口处遥

08便民/服务 2018. 5. 16 星期三 责编/吴淑珍 美编 /王琴

交行努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着力解决小微企业 野短尧 小尧

频尧急冶融资需求
针对小微企业 野短尧小尧频尧急冶

融资需求袁 交行实施差异化的授信
投向政策遥 按照不同地区尧 不同客
群尧不同担保方式袁实施差异化的准
入策略和差异化的专项授权袁 通过
金融科技尧大数据手段运用袁建立风
控模型袁实现自动化尧半自动化小额
信贷线上审批袁加大风险控制力度袁
提高审批效率遥 根据区域特点和市
场定价情况袁坚持野一行一策冶管理袁
灵活调整分行定价政策袁 主动向小
微企业减费让利曰 适度降低小微企
业贷款定价袁 对结算回流较好的客
户给予进一步的利率优惠袁 切实降
低客户的融资成本遥

据悉袁 交行研发各类创新融资
产品袁盘活小微企业资产遥 包括野抵
押+冶尧 野房二贷冶等产品充分用足抵

押房产袁创新应收账款尧知识产权等
融资模式袁 推出商票快贴和快捷保
理解决链属小微企业轻资产的担保
难题袁 与人民银行中征应收账款融
资服务平台对接提供在线供应链融
资等遥

交行还依托内外部数据助力企
业增信袁 存量客户可凭借良好结算
获得 野优贷通冶尧新客户可凭借良好
纳税获得野税融通冶等具有业内优惠
利率水平的纯信用贷款曰 加强与各
级政府合作推进风险共担尧 信息共
享合作袁以及与第三方平台合作袁触
及海量客户度身定制场景融资方
案遥

此外袁 交行将数量众多的小微
企业按共性划分为不同客群袁 定制
专属方案袁批量开发尧集群管理袁既
扩大服务客户的覆盖面袁 又实现规
模效应遥

大力放宽小微业务实质性贷款
投放规模野上不封顶冶

据了解袁 总行积极鼓励各地分
行加快发展小微业务袁 助力实体经
济遥为此袁交行专门配置小微业务专
项信贷规模袁 按照进度逐月增加专
项规模投放额度袁 其中实质性贷款
投放规模不受限制遥

为落实监管部门要求袁2017年
交行积极推进普惠金融事业部制改
革袁从总行到分行袁全面完成普惠金
融事业部挂牌工作袁 并持续推进小
微业务专营团队建设工作遥

此外袁 交行还不断加大金融科
技应用袁 上线新一代信息系统野531冶
工程袁成立线上项目团队袁加快小额尧
信用尧全线上产品的开发推广遥 通过
系统加强全行客户信息统一管理袁
提高数据整合和运用能力袁 有效支
持精准营销和风险防控遥

商报全媒体讯 近年来袁交
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尧国务院
各项决策部署袁全面推进野服务
实体经济尧防控金融风险尧深化
金融改革冶三项任务袁切实支持
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袁切实支
持精准脱贫尧污染防治袁统筹推
进小微企业贷款业务袁持续创新
金融产品袁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
难尧融资贵问题遥

亲，这些信息商报君都替你打听好了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徐明锋冤15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
报记者从海口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
获悉袁新海港尧秀英港海口至海安航线
定点航班从 2018年 5月 17日零时起
作出调整遥

5月 17日 0时起袁从新海港发往

海安的轮渡班次时间调整为 0 时至
22时袁每间隔 2小时发一班袁全天共
计 12个定点航班曰从秀英港发往海安
的轮渡班次时间调整为 8时 30分至
23时 30分袁每间隔 1小时 30分发一
班袁全天共计 11个定点航班遥

海口至海安航线
定点航班明日零时起调整

新海港海口至海安航线
定点航班时间

渊全天共计 12个定点航班冤

00:00尧02院00尧04:00尧06:00尧08:00尧
10:00尧12:00尧14:00尧16院00尧18:00尧
20:00尧22:00

秀英港海口至海安航线
定点航班时间

渊全天共计 11个定点航班冤

08:30尧10院00尧11:30尧13:00尧14:
30尧16:00尧17:30尧19:00尧20:30尧
22:00尧23:30

琼岛多市县昨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未来三天火辣辣
最高气温达37℃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15日袁琼岛昌江尧澄迈尧屯昌尧白
沙和儋州等市县相继发布了高温橙色预
警袁最高温出现在昌江袁温度为 38益袁未
来三天琼岛部分地区仍将会出现 37益的
高温天气遥 高温天气下出行要注意躲避
烈日袁适当补充水分袁增加抵抗力袁以防
中暑遥在饮食方面袁尽量食用清淡易消化
的食物袁 适当补充蛋白质等满足人体新
陈代谢袁不可过多吃生冷食物和喝冷饮遥
同时袁保证充足睡眠袁让人体机能保持最
佳状态遥

高温天气注意防晒补水北部院多云间晴袁局地午后有雷阵雨袁最低
气温 24耀26益袁最高气温 35耀37益遥
中部院多云间晴袁最低气温 22耀24益袁最高

气温 34耀36益遥
东部院多云间晴袁最低气温 25耀27益袁最高

气温 33耀35益遥
西部院多云间晴袁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

气温 25耀27益,最高气温 35耀37益遥
南部院多云间晴袁最低气温 23耀25益袁最高

气温 33耀35益遥
西沙永兴岛院多云袁东南风 3级袁28耀32益遥
中沙黄岩岛院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袁偏东

风 3级袁28耀32益遥
南沙永暑礁院多云有小阵雨袁东到东南风

3级袁27耀31益遥

小贴士

采摘月活动将举行

这个周六
到永兴摘荔枝

5月23日-6月1日
海口这些地段停电
你家“中招”了吗？

海口供电局 5月 23-6月 1日供电线路维护及工程施工停电公告

日期 星期 停电时间 停 电 线 路 停 电 主 要 地 段

5月23日

5月23日

5月24日

5月25日

5月25日

5月26日

5月27日

5月27日

5月28日

三

四

三

五

五

六

日

日

07:00-19:00

07:00-19:00

07:30-19:00

07:30-20:00

07:30-20:00

07:30-23:00

07:00-20:00

07:00-20:00

07:00-19:00

10kV盘南 #2线南大支线开关
渊D11冤尧10kV大英#4线盘南 #2线
联络开关渊D7364L冤尧坡博村分支
线开关渊D6442冤尧盘南#2线银湖分
支线开关渊L6412冤尧南大支线#1分
接箱开关渊L5712冤

南沙路尧东沙路尧坡博路等一带

110kV狮子岭站10kV永兴主线01开关 永兴镇林丰一带用户

110kV龙桥站10kV龙#4线02开关 龙桥镇昌荣村尧博片村等一带用户

10kV长流#2线一号公路支线#2
环网柜增音分支线开关D5555

博生#3公变尧长流镇#3公变尧博生#4
公变等一带用户

35kV东昌站10kV白石溪线尧农场
线尧中税线

白石溪墟及东昌农场部分连队尧 树德
村委会尧中税农场尧周边农场一带用户

35kV新坡站10kV美仁坡线 椰子头尧五一村尧大叠尧定文仁新村委
会等一带用户

10kV新琼站10kV旅游区线东和支线

海南江海汇实业有限公司一户

35kV罗牛山站10kV罗三线01开关

10kV新琼站10kV旅游区线航天员支线

沙头村尧沙塘村尧上宅村尧后排村尧谭览
村尧东园村尧吴坤军专变尧陈少平专变尧
外坪村尧东村尧西村尧麻锡村尧外堆村等
一带用户

东坡湖尧茂财湖尧竹家山尧茄苪村委
会尧道学村委会一

航
运

37益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海口火山岩荔枝妃子笑红
了袁周末采摘月活动开始啦浴 以野全域
旅游 美好生活冶 为主题的 2018年中
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暨海口
野缤纷 summer冶 采摘月活动将于 5月
19日渊本周六冤上午在海口市秀英区
永兴电商扶贫中心举行袁市民当日可
体验现场采摘尧亲子徒步尧品尝水果美
食宴等多个活动遥 启动仪式现场将有
各种各样的水果供市民游客品尝袁还
有以各种热带水果为素材制作出的各
异雕刻摆盘遥

参与以上活动项目袁 需要支付
100元报名费袁 费用包含车费尧 入园
费尧餐费和活动帽子背包等费用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王凤冤5 月 15日下午袁海口供
电局发布 2018 年 5 月 23 日-6 月 1
日海口供电线路维护及工程施工停
电线路尧时间和主要地段等情况袁提
醒市民做好相关准备袁 避免停电对
生活造成不便遥

记者了解到袁 为了确保电网更

加安全稳定地运行袁 供电部门会提
前安排计划停电袁 进行供电线路改
造升级尧设备消缺维护遥 同时袁为了
使停电公告信息更加准确袁 减少临
时停电对用户的影响袁 供电部门将
停电公告按每周一次的频率公布遥
请市民及时关注停电信息袁 做好生
产生活准备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