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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 渊通讯员 陈敏 章炜冤
近日袁 海南省烟草专卖局卷烟微
信订货平台在全省正式运行遥 该
平台以各市级烟草专卖局为运
营主体袁以微信公众号为服务基
础袁 充分利用微信用户广泛尧使
用便捷 尧扩展灵活等特点 袁面向

全省卷烟零售户提供微信订货尧
订单查询 尧 网上信息反馈等服
务袁便于零售户订购卷烟和实时
掌握卷烟动态信息袁 提高卷烟销
售网上订货率遥

该平台是海南省烟草专卖局
野互联网+冶 应用探索的又一新成

果袁 是海南烟草在新形势下将移
动互联应用和企业经营管理相
结合的有效实践袁是我省稳步推
进卷烟营销服务模式转型的重
要内容袁同时也是推进客商沟通
的重要渠道袁对促进我省卷烟营
销网络建设提质升级将带来积极

作用遥
下一步袁 海南省烟草专卖局

将在微信订货平台运行过程中不
断积累经验袁积极探索学习野互联
网+冶新手段袁边实践尧边优化袁力
争为零售户带来更为高效便捷的
体验遥

海南省烟草专卖局开启卷烟微信订货服务

商报讯渊通讯员 陈敏 石大阳冤
近日袁 三亚育才生态区雅林村的贫
困户家中热闹非凡袁 贫困户们喜滋
滋地将自家刚刚收获的香蕉和百香
果打包装车袁 准备运往三亚市烟草
专卖局机关食堂遥

雅林村是三亚市烟草专卖局

渊公司冤的对口扶贫村袁香蕉和百香
果是当地的传统种植项目之一袁种
植面积多袁收获量大袁虽然生态优质
的水果喜获丰收袁 但村民们却高兴
不起来袁 受农产品市场价格低迷等
因素影响袁 农产品出现增产不增收
的局面遥

三亚市烟草专卖局帮扶责任人
看在眼里袁急在心头袁及时向单位领
导汇报遥 三亚市烟草专卖局领导高
度重视袁迅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袁结
合海南省消费扶贫工作部署袁 决定
择优收购村民种植的水果并建立长
期定向采购合作机制袁 一方面帮助

贫困户增收袁 一方面满足机关食堂
需求遥
本次活动受到了当地政府和贫

困户的称赞和好评遥下一步袁三亚市
烟草专卖局将加大消费扶贫宣传力
度袁 鼓励员工积极参与扶贫爱心认
购活动袁为助力脱贫攻坚贡献力量遥

三亚市烟草专卖局积极开展“爱心认购助力消费扶贫”活动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林馨冤 为确保
G223尧G224尧G225 国道和 S201
省道通行安全袁 有效预防和减
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袁 自 12
月 10日起袁海口交警支队决定
对海口市辖区范围内的国尧省
道部分路段启用区间测速抓拍
设备袁限速为每小时 60公里遥

据了解袁 区间测速的原理
就是在道路上选取一段路程袁
汽车在通过起点测速阶段和
终点测速阶段的时候袁会被拍
照记录下来袁然后通过在该段
路程的行驶时间来判定车辆
是否超速遥海口交警提醒广大
驾驶人袁国尧省道路段沿途村
落较多袁为确保安全袁请大家减
速慢行遥

10日起袁海口辖区内国尧省道 6条路段启用区间测速抓拍设备袁限速 60迈

司机朋友，开车过这些路段悠着点
1. G223灵山镇至云龙镇路段渊双向冤袁区间距离 6.5公里遥
2. G223云龙镇至红旗镇路段渊双向冤袁区间距离 5.8公里遥
3. G224金鹿工业园至绕城高速路段渊双向冤袁区间距离 1.4公里遥
4. G224永兴镇至东山镇路段渊双向冤袁区间距离 5.5公里遥
5. G225长流镇至粤海大道路段渊双向冤袁区间距离 2.7公里遥
6. S201三江镇至大致坡镇路段渊双向冤袁区间距离 9.6公里遥
驾驶小型汽车超速处罚规定院
1. 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 20%的袁处以 100元罚款袁

记 3分遥
2. 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 50%的袁处以 200

元罚款袁记 6分遥
3. 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50%不足 70%的袁处以 500元罚

款袁记 12分袁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遥
4. 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70%不足 100%的袁处以 1000元

罚款袁记 12分袁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遥
5. 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100%的袁处以 2000元罚款袁记

12分袁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陈王凤冤 近日袁 海南天气真的太惬意
了袁 天气好到短袖还未收进箱底浴 别偷
笑袁降温即将开始袁6日下半夜起袁琼岛将
迎来降雨天气袁 同时各地气温下降曰另
外袁 重点关注 6日夜间到 7日早晨琼州
海峡和北部陆地可能出现的较大范围大
雾天气袁云雾缭绕袁早起上班开车要集中
精神袁切勿马虎遥
据气象部门消息袁7日至 8日袁 随着

冷空气南下袁浙江尧安徽尧江苏尧湖北将出
现今冬初雪袁 加上气温骤降湿冷难耐袁

野要想防寒不靠抖袁身上棉裤必须有冶遥 同
时袁云南尧广西尧广东尧福建开始体验到降
温感觉袁压箱底的秋裤都翻出来袁不要等
冷了再问野寒潮将至惊坐起袁我的秋裤在
哪里冶遥 9日至 10日袁最寒冷时段到来浴 9
日棉裤面积将达 822万袁全国超 80%的地
方都需要棉裤护体袁 棉裤分界线南压至
广西尧广东北部袁此时野秋裤已然 hold不
住袁御寒需得上棉裤冶遥

海南也逃不过冷空气的野魔法冶袁6日
下半夜耀10日袁 全岛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袁
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袁 局地
暴雨遥 各地气温逐日下降遥

11日耀13日袁 全岛逐渐转为晴好天
气遥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可降至 16耀
20益袁五指山以南地区 21耀24 益曰最低气
温东部沿海和南部地区 17耀20益袁其余地
区可降至 13耀16益遥
另外袁重点关注 6日夜间到 7日早晨

琼州海峡和北部陆地可能出现的较大范
围大雾天气遥

冷空气到货袁请琼岛签收 关键是下周还在继续噎噎

没错！琼岛最低气温 13℃

交行琼海支行 2018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推介活动
商报全媒体讯 渊记者 郭尚冤

近日袁交行琼海支行在 2018年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推介活动成功举办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党委委
员尧副行长尧工会主席张欣然袁人行
琼海支行袁琼海市工商联袁交通银行
海南省分行工会办尧零贷管理部尧普
惠金融部相关领导及琼海支行班子
成员等出席活动遥 来自市工商联的
会员单位及客户代表也在现场见证
了传递活动遥活动中袁交通银行琼海

支行负责人致欢迎词遥
同时袁为了加强银企交流合作袁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袁 促进中小
企业茁壮成长袁 交通银行还举办了
2018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推介会遥
海南交行副行长张欣然指出院 交行
为有效落实国家对中小企业信贷支
持力度袁在信贷方面做实野加法冶袁不
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袁 为中小企业
配置专项信贷规模袁 推出多个符合
小微企业经营特点的新产品袁 如税

融通尧优贷通等袁加强与政府尧担保
公司尧保险公司等外部平台合作袁充
分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渠道遥 在
减费让利方面做好野减法冶袁不断减
轻企业负担袁助企业轻装上阵遥利用
最高额抵押方式袁避免反复抵押袁通
过年审制尧优化到期续贷手续袁降低
企业过桥融资成本曰 从今年 2季度
开始袁 对符合两增口径的小微贷款
利率整体下调袁 切实降低中小企业
融资成本遥与此同时袁该行还在优化

服务上持续创新袁 大力推动优化企
业开户服务工作袁建立野小微企业开
户绿色通道冶袁提升小微企业开户审
核效率遥

最后袁 交通银行琼海支行尧琼
海市工商联尧海南信联盛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签署了三方合作协议袁共
同为市工商联会员企业搭建了银
企沟通的平台袁为全中小企业解决
融资需求袁发挥了桥梁尧纽带和助
手作用浴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为加快推进大英山红城湖
片区路网建设袁打通五指山南路袁缓解
红城湖路口交通堵塞问题袁 全面整治
红城湖公园周边环境袁 推进府城地区
城市更新野五化冶工作袁12 月 4 日袁海
口市琼山区开始对日前成功征收的红
城湖片区棚改建筑物八达大厦进行拆
除袁计划工期 40日遥
据了解袁八达大厦自 1993年以来

烂尾以来袁22层 66米高 1.7万平方米
的建筑闲置多年袁极大的影响到市容
市貌袁严重影响了五指山南路与红城
湖路交叉口的交通优化工作遥
为了做好此次拆除工作袁 琼山区

结合野勇当先锋窑做好表率冶专题活动袁
该区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袁 多次批示和
主持会议研究八达大厦拆除工作袁府
城街道党员干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袁
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化解了拖欠 25
年的农民工工资问题袁 实现了和谐征
收遥并于 12月 1日开始组织拆迁机械
进场准备遥

海口市琼山区
拆除八达大厦
优化区域交通

温馨提示院
1尧受冷空气影响袁降温较明显袁注意保暖添衣袁谨防感冒遥
2尧8日和 9日雨水较多袁出行注意安全遥
3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袁衣服不易干袁烘干机备起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英艳冤近日袁海南省医疗保障
局尧省卫生健康委尧省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出
通知袁将阿扎胞苷尧西妥昔单抗尧阿法
替尼等 17种抗癌药品纳入海南现行
基本医疗保险尧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乙类范围和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支付范围遥

据悉袁17种谈判药品的 野医保支
付标准冶在海南省的有效期限为院2018
年 11 月 30 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袁有效期满后按国家医保局新规定
执行遥 有效期内袁 如有通用名称药物
(仿制药)上市袁按国家医保局根据仿
制药价格水平调整该药品的野医保支
付标准冶执行遥

记者了解到袁 在我省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之前袁城镇职工尧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和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参合人就医使用 17种谈判
药品和 36种谈判药品袁个人须先自付
10%后袁再执行乙类药品自付 10%的规
定袁再按基本医疗保险现行政策报销遥

17种抗癌药分别是院 阿扎胞苷尧
西妥昔单抗尧阿法替尼尧阿昔替尼尧安
罗替尼尧奥希替尼尧克唑替尼尧尼洛替
尼尧培唑帕尼尧瑞戈非尼尧塞瑞替尼尧舒
尼替尼尧维莫非尼尧伊布替尼尧伊沙佐
米尧培门冬酶尧奥曲肽遥

17种抗癌药
纳入海南医保
这些药品可以报销啦

海口辖区内国尧省道区间测速范围

海口未来 3天天气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