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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范围院商场合作经营尧客房清洁服务尧管事清洁服务尧
PA清洁服务尧布草洗涤尧制服洗涤尧保安服务
招标要求院需要有相关的服务经验及管理经验
投标时限院2018年 10月 15日-2018年 10月 17日
投标联系方式院有意向者将相关资质和报价发至以下联系

方式
邮箱院Hhg.cooperation@hnair.com
地址院海口市美兰区海榆大道 259号海口美兰机场酒店
联系电话院13078909187

海南美兰机场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12日

海南美兰机场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公示

在城市不分类拥堵排名前
十位中袁北京尧哈尔滨牢牢占据
前两位袁北京的通勤高峰拥堵指
数为 1.947袁 通勤高峰实际速度
为 28.53km/h曰哈尔滨的通勤高
峰拥堵指数为 1.913袁 通勤高峰
实际速度为 25.39km/h遥

城市按汽车保有量分类拥
堵排名中袁汽车保有量超 300万
级城市榜单袁北京尧上海尧重庆占

据前三甲袁成都尧深圳尧苏州分列
4到 6位遥

汽车保有量 200万-300万
级城市中袁昆明超过上一季度排
名第一的沈阳而雄踞第一袁沈阳
则落到第二袁南京尧釜山尧长沙尧
天津尧杭州都有所提升袁并分列
3 到 7位袁武汉尧广州尧郑州尧石
家庄尧临沂都分别下滑遥

汽车保有量 100万-200万

级城市排行榜中袁哈尔滨尧长春尧
贵阳保持稳定姿态袁继续高居榜
单前三名袁在该份榜单中值得一
提的是袁 乌鲁木齐则掉落了 16
位袁排名第 27遥

汽车保有量低于 100 万级
城市排行榜中袁 大理白族自治
州尧宜宾则超越原来的乐山和绵
阳袁攀升后跃居在前两位遥 海口
则掉落 6位袁排名第 14袁通勤高

峰拥堵指数为 1.459袁 通勤高峰
实际速度为 32.39km/h曰而三亚
则保持在 45位不变袁 通勤高峰
拥堵指数为 1.199袁 通勤高峰实
际速度为 46.63km/h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该报告系采

用野高峰拥堵指数冶作为表征城
市交通拥堵状况的指标袁即工作
日早晚高峰时段袁实际行程时间
与畅通行程时间的比值遥

最新全国百城拥堵榜单新鲜出炉 汽车保有量低于 100万级城市排行榜中

海口排名拥堵榜第14位，下跌6位

紧挨海口旭龙大厦袁宠物店和小动物救助所被指犬声扰民
业主：多次向多部门投诉解决不了

“城西所”要出院啦
民警现场送来爱心慰问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吴英艳 摄影报道) 11
日袁商报记者从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获悉袁男婴野城西所冶经
过医院 42天悉心照顾和治疗袁
恢复状况良好袁 达到出院标准遥
目前婴儿正做出院各项检查袁落
实完毕袁 家属即可带婴儿回家遥
当天上午袁海口城西派出所林警
官到医院看望宝宝并献上全体
派出所民警和爱心人士的捐款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柯育超冤 10月 11日袁记者从百度官方
平台野百家号冶上获悉袁百度地图叶2018年
第三季度中国城市交通研究报告曳正式发
布遥 据了解袁叶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城市
交通研究报告曳 由百度地图重磅升级发
布袁其中袁交通拥堵评价指标是基于百度
地图海量的交通出行尧车辆轨迹尧位置定
位等数据挖掘计算所得遥 报告将全国 100
个城市根据其汽车保有量水平划分为 4
类分别进行拥堵排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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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陈王凤冤 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 35
号旭龙大厦与海南省小动物保护协会和
一家宠物店面对面袁 旭龙大厦多名业主
反映袁 深夜狗吠声吵得小区居民无法入
睡袁 狗狗住所散发的臭气和狗狗清洁污
水肆意排放让旭龙大厦小区居民无法正
常生活袁 业主们多年来曾多次向多个部
门反映袁但仍未得到解决袁业主们认为海
南省小动物保护协会和宠物店不应该开
在居民住宅区袁希望有关部门进行监管遥

近日袁 旭龙大厦业主符先生向国
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反映称袁在其小区
的正前面的楼内有一家名为 野海南
省小动物保护协会冶的单位袁该协会
救助的狗狗被安置在该楼内的三
楼袁 另外在该楼的一楼还有一家宠
物店曰每天这里的犬吠声此起彼伏袁
打扰小区居民休息曰另外袁狗狗的粪
便和清洁污水擅自排入小区院内袁
臭味扰民袁细菌滋生袁严重威胁着居
民的身体健康遥

11日上午 9时许袁记者来到龙昆
北路 35号旭龙大厦小区了解情况袁见
记者前来采访袁该小区多位业主过来
向记者反映该问题袁 业主李大姐说院
野那狗叫的厉害呢袁 楼前面这一排居

民被叫惨了袁夏天天气热袁狗的叫声很
频繁袁尤其是深夜的时候袁狗叫声格外
刺耳袁吵得大家都难以入睡遥 冶

野晚上的狗叫声让人无法入睡袁有
时候还有狗毛从狗住所窗户飘出袁粘
在我们晾晒在阳台的衣服上袁 令人无
法忍受遥冶推着婴儿车准备带孩子出去
散步的一位业主说袁 每天带孩子出来
散步都不敢在小区散步袁 担心细菌影
响到孩子遥
该小区正在值班的一名保安告诉

记者袁他来该小区做保安已有两年袁狗
叫扰民和臭味扰民的问题一直未解
决袁业主们经常反映袁也见过有政府部
门的人过来过袁 但不知道为什么解决
不了遥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袁 旭龙大厦业
主反映的海南省小动物保护协会和宠
物店所在的位置与旭龙大厦居民楼为
前后楼袁距离不足 10米遥
旭龙大厦业主向大姐的家在该居

民楼的三楼袁 从其房间窗户便能看到
海南省小动物保护协会和宠物店的窗
户袁 可清晰听到对面楼内狗叫声袁野我
现在不敢在这个房间睡觉袁 长期听狗
叫声都听得神经衰弱袁 一般我就在沙
发上睡了遥 我们多年来多次向多个部
门反映袁但仍然解决不了遥前段时间业
主每天打电话投诉袁 省小动物协会清
洁狗狗的污水才不往小区里排放了遥
原来这里臭的很袁 我基本常年不开窗
户的袁 但是现在狗叫的问题不知道啥
时候才能解决遥 冶向大姐说遥

11日 10时许袁 记者来到居民所
反映的海南省小动物保护协会袁 该协
会位于该楼的三楼袁 一处面积的不大
的房间内容纳了约 26只狗袁既有小型

狗袁也有大型犬只袁犬吠声此起彼伏袁
房间内异味刺鼻袁房间窗户敞开着袁未
做任何防护措施遥

该楼的二楼则是小动物医疗区袁
一楼则是一家宠物店遥
该宠物店门牌牌匾已拆卸袁 记者

询问店员袁 店员表示该店仍在正常营
业袁并且证照齐全袁并向记者出示了证
照遥
此时已是上午 10时 30分袁 但该

宠物店内展笼内并未展示宠物袁 记者
以买狗为由询问店员袁 店员表示店内
还没有打扫卫生袁 等中午打扫完卫生
才会把狗狗放出来袁 如果记者想购买
的话可以到门店的后屋去看遥
记者在该门店的后屋看到袁 该屋

内有数只小型狗袁 该屋窗户正对着旭
龙大厦居民楼遥

11日下午袁旭龙大厦业主已把问
题反映给了海口 12345袁 商报记者将
持续关注此事遥

扫扫二维码
看海拔资讯
海视频

小动物救助所和宠物店设在居民楼前

一房间容纳约 26只狗，犬吠声此起彼伏

市民反映

现场目击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平 通讯员 张新霞) 10 日下
午袁东方市感城镇 90户贫困户在镇政
府 6楼会议室欢聚一堂袁 每个贫困户
脸上绽放着喜悦的笑容遥 原来今年年
初感城镇投入的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
司扶贫产业项目初见成效袁 公司要给
入股的贫困户分红来了遥
在分红现场袁 前来领取分红款的

贫困户们井然有序的依次签名尧 按手
印尧领取分红袁拿到分红款的贫困户们
喜笑颜开袁 高兴之情溢于言表遥 已拿
到 6000元分红的陀烈村曾亚左连声
说袁现在马上迎来种植季节袁这笔分红
解决了农忙购买肥料尧种子等之需袁接
下来他会拿这笔钱继续投进农业生
产袁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柯育超冤11日袁野创新驱动发展袁
科技助力双创要2018年双创周之海
南省中小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交流沙
龙冶 活动在海南省科协科技成果转移
孵化基地成功举行遥本次活动以野高水
平双创 高质量发展冶为主题袁以野创新
驱动发展袁科技助力双创冶为内容袁进
一步加深中小微企业之间的相互交
流袁凝聚企业创业力量袁激发企业创新
活动袁 共同推动创新创业发展遥 据统
计袁来自各行业中小企业尧协会等 40
余人参加遥
据悉袁 为推进海口中小企业加速

发展的步伐袁拓展视野袁海口市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将在后续举办企业走
访复兴城尧数据谷尧江东新区尧软件园
等聚集创业活力的园区尧科技基地尧大
学创业园区等地的交流学习活动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冤 11日袁商报记者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获悉袁近期袁原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组织抽检食用农产品 333
批次袁 其中袁 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
314批次袁不合格样品 19 批次袁涉及
11个市县遥

东方感城镇

90户贫困户喜领
扶贫产业分红款

野创新驱动发展袁科技助
力双创冶沙龙活动举行
中小企业交流
发展战略规划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抽检食用农产品

333批次样品
19批次不合格

不合格产品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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