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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陈王凤冤台风过后袁琼岛的天
气逐渐晴朗起来遥 圆园 日琼岛依旧
是好天气 袁 全省以多云天气为
主袁局地有小阵雨袁最低气温维持

在 圆圆~圆远益袁 最高气温维持在 猿员~
猿源益袁秋老虎上线袁虽然已到中秋
时节袁 但琼岛小伙伴们还是要注意
防范暑气哦遥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袁圆园 日-25

日袁 受偏东风影响袁东半部地区有小
阵雨袁 其中 24 日前后局地中到大
雨袁西半部地区有分散小阵雨曰23日
前后东北部最高气温略下降 1-2益袁
其余地区气温变化不大遥

“秋老虎”上线 注意防范暑气
今日琼岛天气多云为主 最高猿源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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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钥生孩
子真有补助钥能有多少钥如何拿钥
虽然文章引用了国务院印发的
相关通知袁但对这些问题却语焉
不详遥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钥 商
报记者就此向海南省卫计委相
关科室求证袁海南省卫生计生委
家庭处调研员黄三喜回应院方案
里面涉及到的计划生育补助是
这几年一直实施的计划生育家
庭奖励扶助等计划生育扶助保
障项目袁没有新的针对生育的补
助袁这是误读遥

记者在中国政府网中查找袁
查找到了一篇发布日期为 2018
年 08月 13日的叶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
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方案的通知曳袁 通知的发文
字号为院国办发也2018页67号袁成
文日期为 2018年 07月 19日遥

按照我国医疗卫生体制袁医
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主要包括
公共卫生尧医疗保障尧计划生育尧
能力建设等四个方面遥

在方案中文末袁 明确写道院

本方案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实
施遥而关于野补助冶的内容出现在
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冶这一条中袁
方案中说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明
确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袁
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
担支出责任遥中央制定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人均经费国家基础标
准袁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逐
步提高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
责任实行中央分档分担办法院第
一档包括内蒙古尧广西尧重庆尧四
川尧贵州尧云南尧西藏尧陕西尧甘
肃尧青海尧宁夏尧新疆 12个省渊自
治区尧直辖市冤袁中央分担 80%曰
第二档包括河北尧山西尧吉林尧黑
龙江尧安徽尧江西尧河南尧湖北尧湖
南尧 海南 10 个省袁 中央分担
60%曰第三档包括辽宁尧福建尧山
东 3个省袁中央分担 50%曰第四
档包括天津尧江苏尧浙江尧广东 4
个省渊直辖市冤和大连尧宁波尧厦
门尧青岛尧深圳 5个计划单列市袁
中央分担 30%曰 第五档包括北
京尧上海 2个直辖市袁中央分担
10%遥

据了解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内容包括十四大类袁 分别为院居
民健康档案尧健康教育尧预防接
种尧儿童健康管理尧孕产妇健康
管理尧老年人健康管理尧慢性病
健康管理尧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
理尧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尧中医
药健康管理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尧卫生计生
监督协管尧 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尧
免费避孕药具发放遥而这些和生
孩子补助并没有关系遥
而与生孩子有关的袁则出现

在第三条的野计划生育方面冶袁主
要包括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尧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
助尧计划生育野少生快富冶补助 3
个计划生育扶助保障项目袁明确
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袁由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
支出责任遥

方案中涉及的计划生育补
助袁是这几年来一直在全国范围
内实施的计划生育奖励补助等
三项制度袁没有提出新的生育补
助政策遥

明年起生孩子有补助？纯属误读！
省卫计委回应院没有新的针对生育补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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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端记者 吴英艳冤 9月 20
日是第三十个野全国爱牙日冶遥
中华口腔医学会尧中国牙病防
治基金会尧中国疾控中心联合
发布 野健康口腔行动宣言冶宣
传主题是野口腔健康袁全身健
康冶袁副主题是野护健康口腔尧
助健康体魄尧享健康生活冶袁倡
导公众科学维护口腔健康遥海

口市人民医院尧海南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尧海南口腔医院等
医院都开展了义诊活动遥

9月 19日袁海南口腔医院
启动 野关爱患者窑免费维护种
植牙冶公益活动遥 凡 2015年以
来在该院接受过种植牙的患
者袁年底前可到海南口腔医院
玉河总院对种植牙进行一次
免费野保养冶遥

义诊地点院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渊海口市龙华区白水塘路 48号冤
门诊大楼渊淤号冤一楼大厅
义诊时间院 9月 20日 9院00-11院00

第三十个野全国爱牙日冶 海南多家医院开展义诊活动

你的爱牙健康吗？快来查一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吴英艳冤近
日袁关于野生孩子有补助冶的文章迅速在网上走红遥 在
百度上一搜索袁迅速就出现许多条冠有野国务院宣布袁
生孩子有补助袁明年 1月起实施冶字样的文章袁略有不
同的是袁每个地方会结合自己所属地区将城市名字改
一下袁比如野内蒙古冶尧野新疆冶尧野南京冶尧野河南冶等遥不难
发现袁这些文章内容也是如出一辙袁很多篇文章在最
后还会署名来源是野中国政府网冶遥

海医二附院口腔科举办
口腔义诊及健康宣教活动

海口市人民医院
口腔中心举办义诊活动

义诊地点院 美兰区白沙门
公园
义诊时间院 9月 20日 9院00

要 12院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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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严格 通讯员 黄裕光冤9 月 19
日袁 美兰机场首支 野真情服务冶 主题
TVC渊电视广告片冤正式发布袁作为海
南国际旅游岛的服务窗口单位袁 美兰
机场袁一直秉承着野星美兰窑馨服务冶的
服务理念袁始终以旅客需求为出发点袁
致力为旅客提供舒适尧便捷尧贴心的真
情服务遥

海口美兰机场

“真情服务”主题
TVC正式发布

乘坐高铁
禁带散装酒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汪楚雯冤 中秋将
至袁 很多人异地探亲出行交通方式是
乘坐高铁袁9月 19日当天海口东高铁
站安检口就查获散装酒 6件约 5升遥
据海口东高铁站民警介绍袁 根据

新修订的铁路安检新规袁 散装白酒不
可带上车袁封闭好的瓶装白酒可以带袁
但有数量限制袁携带 50度以上的白酒
时袁最多只能带 2瓶遥 50度以下的白
酒袁最多只能带一箱 6瓶遥近期携带白
酒探亲访友的旅客增多袁仅 9月 19日
当天海口东高铁站安检口就查获散装
酒 6件约 5升遥

本公司于 2018年 9月 19日在叶国际旅游
岛商报曳A4 版上刊登的海南金程拍卖公司公
告中内容有误袁原内容为院

1尧野渊20180926期冤 受托于 2018年 09月
25日上午 10时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冶袁应更
正为院野渊20180927期冤受托于 2018年 09月 27
日上午 10时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冶曰

2尧野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林荫河畔 5#
楼 P-1尧P1-1号曰 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林荫
河畔 4#楼 A11复式房曰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
林荫河畔集体商业楼冶袁应更正为院野三亚市吉
阳区凤凰路林荫河畔 5# 楼 P-1尧P1-1 号商
铺曰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林荫河畔 4#楼 11A
复式房曰 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林荫河畔集中
商业楼冶遥 其他内容不变遥
特此更正

海南金程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 9月 20日

更正公告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张萌冤 近日袁
保亭的高女士在工作时接
到一个陌生来电袁对方自称
是深圳市公安局的民警袁询
问高女士是否有一张农业
银行的卡袁并称他们查到一
个诈骗集团的赃款转入到
此卡袁 需要高女士配合调
查遥

高女士听后有些不知
所措袁随后对方又询问高女
士有几张银行卡袁每张卡里
有多少钱遥

高女士如实回答后袁对
方要求冻结高女士所有银
行卡里的资金进行调查袁并
要求高女士提供银行卡密
码和身份证照片遥

但高女士表示自己还
要用钱袁冻结银行卡自己如
何生活遥 就在这时袁对方通
过短信给高女士发来一张
警官证和印有高女士名字
的检察院逮捕令的照片袁并
恐吓高女士如果不配合袁会
立即逮捕高女士遥

此时的高女士有点被

吓到了袁乖乖地把自己的银
行卡密码和身份证照片发
给了对方遥 之后对方告知高
女士近几天不要动银行卡
里的钱袁等公安机关调查完
后才可以用袁并且不能将此
事告诉任何人遥

当晚袁高女士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袁怎么想都觉得此
事有蹊跷袁于是马上查询自
己的银行卡余额袁发现卡里
面的钱已全部被转走袁高女
士这才明白自己被骗袁损失
20000余元遥

接到“警方”来电
她被骗 2万余元

保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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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李静冤9月 19日袁 据海南省
价格监测中心监测袁 海口市农贸市场
蔬菜价格有所下降遥 18种蔬菜渊不含
菜篮子平价菜冤价格 7降 11平袁平均
零售价格每斤渊下同冤4.27元袁比 18日
价格 4.34元下降 1.61%袁 比受灾前 8
月 9日 3.78元上涨 12.96%袁比去年同
期价格 3.77元上涨 13.26%遥 与 18日
对比袁 海口市销售的岛外部分蔬菜价
格小幅下降遥土豆 2.63元降 8.68%袁黄
瓜 4.50元降 5.26%袁 圆白菜 250元降
4.94%袁大白菜 2.75 元降 4.51%袁小白
菜 5.00元降 2.53%遥 海口个别蔬菜价
格小幅下降袁豆角 4.88元降 2.40%袁地
瓜叶 4.00元降 5.88%遥

海口农贸市场
菜价有所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