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陈健 冤6 月 27
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屯昌县食
药监局获悉袁近日袁经省食药监管局
专家组严格评审袁 屯昌县辖区内屯昌
县幼儿园等 10家学校渊幼儿园冤食堂
通过餐饮服务量化 A级评定遥
据了解袁 该局一直将学校 渊幼儿

园冤 食堂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袁 多措并
举袁不断强化学校渊幼儿园冤食堂食品
安全管理水平遥同时袁开展示范学校食
堂创建工作遥组织 10家学校食堂争创
省级示范学校食堂袁 制定县级示范学
校食堂创建方案袁 鼓励指导符合条件
的学校食堂积极参加创建袁 充分发挥
示范学校食堂引领带动辐射作用遥
此外袁加强宣传培训遥召开全县学

校食堂工作会议袁开展野食品安全进校
园冶活动袁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知识培
训袁 不断提高从业人员及师生食品安
全事故防控能力袁有效应对尧控制和妥
善处置突发事件遥 近年来袁屯昌县学
校食品安全野零事故冶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
王凤冤 这两天琼岛的雨袁说来就来袁不少小伙
伴都洗了天然浴曰28日琼岛依旧野雨冶没完没
了袁 最高气温 35益袁 小伙伴们只想对雨说院
野你别下班的时候下啊袁等我到家你再下遥 冶遥

28日白天天气预报院
北部,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3-25益,最高气温 33-35益袁

中部,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2-24益,最高气温 32-34益袁
东部,多云,最低气温 25-27益,最高气温

32-34益袁
西部,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3-25益,最高气温 33-35益袁
南部,多云有小阵雨,最低气温 23-25益,

最高气温 32-34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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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 实习记者 严格 通讯员云蕾 汤
雅飞冤 为提升飞行区鸟情防治管控
能力袁 海口美兰机场近日正式启用
鸟情信息管理系统袁 从源头上防范
鸟击风险袁 该系统运用智能化管理
模式袁 针对鸟情进行数据分析和预
判袁 将人工经验判断的粗放型管理
转变为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多维度精
确预测袁提升飞行区安全管理能力遥
鸟击是威胁航空安全的重要因

素之一袁鸟撞击至高速旋转的发动
机扇叶上袁其产生的能量相当于一
辆小轿车高速撞向一道坚固围墙
的能量遥为减少飞行区内鸟类活动
频率袁美兰机场此前联合了国内相
关高校先后多次开展生态调研工
作并共同研发了适用于美兰机场
鸟击防范的措施和方法袁但由于先

前美兰机场的鸟击防范工作基本
上依靠人工的统计和经验判断袁对
鸟的种类尧习性尧迁徙季节等没有
数据支撑袁无法对未来可能发生的
鸟情进行预测遥

鸟情信息管理系统使用后袁通
过对鸟尧昆虫尧土壤动物的种类以及
生活习性和食物链等生态环境数据
库的建立袁并以日尧月尧年为单位进
行数据分析从而实现多维度的精准
预测袁 助力驱鸟人员有针对性地采
取有效的鸟情防范措施遥
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袁 以精细

化智能管理为手段的鸟击防范工作
将进一步提升美兰机场飞行区安全
管理能力袁 同时还将降低鸟击事件
的发生概率袁 有效地对鸟类和生态
环境进行保护袁护卫飞行安全袁保障
旅客平安出行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肖卫香 通
讯员 刘群 王烨冤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征兵
办了解到袁2018年女兵网上应征报名正式开始袁 报名
时间为 6月 25日至 8月 5日 18时遥 报名网址院http://
www.gfbzb.gov.cn
征集对象包括院 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 渊含高校新

生冤尧普通全日制高校在校生及应届毕业生袁年龄 17至
22周岁渊1996年 1月 1日要2001年 12月 31日出生冤遥
优先征集对象包括院烈士的子女和同胞姐妹袁驻海

岛尧边境尧远离居民区等条件艰苦地区的部队和其他部
队(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干部子女袁本人自愿应
征并符合条件的袁优先征集遥
享有优先征集政策的女青年袁 参加统一组织的报

名尧初审尧初检和体格检查袁全部合格者可以不参加面
试考查尧综合评定打分袁直接参加政治考核袁政治考核
合格者批准入伍遥

部分体检标准还包括院身高 158cm以上曰体重不
超过标准体重的 20%袁不低于标准体重的 15%袁标准体
重=(身高-110)kg曰视力方面袁陆勤人员要求高中文化
程度人员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 4.7袁左眼裸眼视力不低
于 4.5袁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尧在校大学生右眼
裸眼视力不低于 4.6袁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 4.5遥

1尧网上报名遥符合当年征集基
本条件的女大学生 渊含在校生尧应
届毕业生冤在 8月 5日前袁可登录
野全国征兵网冶袁填写报名信息遥 报
名截止后袁网上报名系统将自动依
据报名人员当年高考相对分数进
行排序袁择优选择初选预征对象并
张榜公示遥被确定为初选预征对象
的女青年袁8月 6日起袁登录野全国
征兵网冶袁下载打印叶应征女青年网
上报名审核表曳遥 符合国家学费资
助条件的袁同时还应下载打印叶高
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
学贷款代偿申请表曳渊以下分别简
称叶审核表曳尧叶申请表曳冤并交学校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审核遥

2尧初审初检遥 女青年持叶审核
表曳尧本人身份证渊户口簿冤尧毕业
证书渊高校在校生持学生证冤等相
关证件袁 按兵役机关通知要求参
加地市级征兵办公室组织的初审

初检袁 合格者确定为送检对象并
张榜公示遥

3尧体检考评遥 征兵开始后袁送
检对象根据兵役机关通知袁携带本
人身份证渊户口簿冤尧毕业证书渊高
校在校生持学生证冤 等相关证件袁
到指定的体检站参加体格检查和
综合素质考评遥

4尧政治考核遥体格检查和综合
素质考评后袁由县级兵役机关会同
当地公安尧教育等部门袁对其进行
政治联审和走访调查遥

5尧预定新兵遥省级或地市级征
兵办公室对学历尧年龄尧体检和政
治考核全部合格的应征女青年袁按
照综合素质考评分数由高到低的
顺序袁依次确定为预定新兵遥 预定
新兵名单 渊包括姓名尧 户籍地尧学
历尧高考原始总分数尧综合素质考
评分数冤同时在省尧市尧县三级征兵
办公室营院外张榜公示尧接受群众

监督袁公示时间不少于 5天遥
6尧批准入伍遥经公示未被举报

和反映有问题的袁确定为批准入伍
对象袁由县级征兵办公室办理批准
入伍手续袁发放叶入伍通知书曳遥 学
生凭叶入伍通知书曳办理户口注销尧
享受义务兵优待袁 等待交接起运袁
统一输送至部队服役遥申请学费资
助的袁还要将加盖有县级征兵办公
室公章的叶申请表曳原件和叶入伍通
知书曳复印件袁寄送至原就读高校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遥

此外袁 应征女青年经政治考
核尧体格检查合格并符合其他征集
条件的袁由县渊市尧区冤人民政府征
兵办公室批准入伍遥 批准入伍时
间统一为 2018年 9月 1日袁 新兵
的军龄从 9月 1日起算袁9月底前
办理入伍手续遥 义务兵服现役的
期限袁按照叶兵役法曳规定的 2 年
执行遥

@女生们袁海南省 2018年女兵网上应征开始啦

高中毕业生在校大学生都能报名
应征流程

美兰机场启用鸟情信息管理系统
多维度精准预测鸟情 防范鸟击风险

今日琼岛依旧有雨袁最高气温 35益

上午太阳辣，下午雷阵雨“突袭”

银美兰机场驱鸟车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 实习记者 严格冤 6月是全国安全
生产月袁26 日袁 为了帮助乘客了解
最新的民航安全信息袁南航海南公
司全国青年文明号 野含笑 冶乘务员
组在 CZ6651 武汉至长春航班上开
展野生命至上袁安全出行冶民航安全
宣传活动遥
活动中袁 野含笑冶乘务组在航班上

进行了民航安全乘机新规的宣传活
动袁在与旅客的互动中袁不仅为旅客营
造温馨愉悦的乘机环境袁 还有助于增
强乘客的安全乘机意识遥
活动结束后袁野含笑冶 乘务组为所

有旅客提供了南航空中茶苑的茶品袁
帮助旅客放松身心袁感受到南航野含
笑组冶亲切的服务遥 旅客们也对南航
不断提高的安全保障性尧 服务的优越
性表示了高度赞赏遥

南航“含笑”乘务组
航班宣传安全知识

屯昌10所学校食堂
通过量化A级评定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吴平 通讯 曾群飞
张军锋冤 6月 26日袁 海南东方
市新村边防派出民警在巡逻途
中救下一只受伤褐色雏鸟袁经
当地林业工作人员辨认是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褐翅鸦鹃遥

26日中午袁 该所民警巡逻

途中袁 在东方市新龙镇龙卧村
和华侨农场大坡村交界的田埂
上袁发现一只褐色雏鸟袁该雏鸟
外观奇特袁翅膀受伤袁羽毛大面
积脱落导致无法飞行遥 民警遂
将雏鸟带回派出所先行喂食安
置袁 并及时将情况通知了新龙
镇林业保护站遥 下午 15时袁民

警将雏鸟转交到新龙镇林业保
护站工作人员手中袁经确认袁该
雏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褐翅
鸦鹃遥目前袁该雏鸟由林业保护
站人员送至东方市林业局野生
动物植物保护中心进行救治袁
待伤情痊愈后予以放生遥

民警巡逻途中救下受伤褐色雏鸟
经辨认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待伤愈后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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