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陈长吉 黄壮 摄
影报道冤1月 17日一大早袁 当 140多
名大学生起床洗漱后离开万宁公路分
局兴隆驿站徒步前往石梅湾时袁 都怀
着一种满意心情袁 对兴隆公路驿站所
做的贴心服务致以深切的谢意遥
据了解袁 这 140多名大学生来自

全国各地各省市 80多所高校袁是野在
爱中行走冶公益项目的志愿者袁于 16
日下午抵达兴隆公路驿站并请求就地
搭帐篷宿营遥 由于人数众多袁 再加上
天气变冷袁 引起了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万宁分局高度重视袁期间袁兴隆驿站提
供了热水尧场地尧卫生间以及帮助搭帐
篷等服务袁 晚上还派人不定时在周边
巡查袁以保障他们人身安全遥

万宁兴隆公路驿站

热情接待
140名大学生

海口美兰区
微心愿认领活动开始

爱心市民快帮
20名孩子圆梦

屯昌万佳源百货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广东省
遂溪县古尧天酒庄生产的金鞭牛大力酒 渊规格院
500mL/瓶袁生产日期院2018-03-12冤袁检验项目酒精
度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及产品明示要求遥

乐东抱由诗森冰淇淋批发店销售的标称海口
美乐雪冷饮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雪潮大奶咖 (雪
糕)渊规格院65克/根袁 生产日期院2018-03-10冤袁检
验项目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规定遥

陵水椰林陵城老市场陈丽霞海干产品摊销售
的鱿鱼干渊生产日期院2018-12-10冤袁检验项目 N-
二甲基亚硝胺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遥

屯昌海豚鲜生超市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广东
伊达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伊达蓝莓味李果渊规格院
220 克/瓶袁生产日期院2018-05-19冤袁检验项目苋
菜红和亮蓝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遥

08便民/服务 2019. 1. 18 星期五 责编/吴小芳 美编 /王琴

商报全媒体讯渊记者 郭尚冤春
节的脚步声已经临近袁春运的大幕
即将开启袁出行的人们期待更加舒
适的旅途体验遥 1月 17日袁光大信
用卡举行发布会袁正式启动野春暖
回家路冶活动袁为广大客户提供春
运尧春节期间更舒适的出行与生活
服务遥

以路为媒袁伴你回家
野春暖回家路冶 是光大信用卡

2018年首次开启的活动袁获众多客
户好评遥 2019年袁光大信用卡野春暖
回家路冶 活动再次启幕袁1月 21日

至 3月 1日期间袁 光大信用卡围绕
出行尧旅游尧购物尧餐饮尧媒体等五大
方面开展服务袁 从机场和高铁的贵
宾厅服务尧 旅游产品的优惠到购物
消费的满减噎噎十余个以路为媒的
优惠活动袁满足亲情尧团圆尧回家过
年尧走亲访友尧旅游等需求袁具有鲜
明的特色和中国文化格调院 以路为
媒袁伴你回家遥

光大信用卡在 野春暖回家路冶
活动中推出了多项服务袁 让客户在
春节期间无论是归家尧 返程都有光
大信用卡贴心的服务一路相伴遥

场景服务袁easy你的出行
2019年的野春暖回家路冶活动

深入更多出行场景袁 进一步整合各
方资源袁从服务流程和细节上野easy
你的出行冶遥

光大信用卡联合了京东尧滴
滴尧中青旅尧凯撒尧口碑尧美团等诸多
知名服务商袁 共同为春节期间的出
行人群提供基于具体场景的服务遥
在交通场景方面袁除铁路尧航空尧自
驾外袁今年新增了城市通勤服务曰在
出行目的上袁除了回家探亲袁新增了
异地访友尧旅游曰在区域范围上袁从

境内扩展至境外袁增加服务半径曰行
业分布上袁新增餐饮尧零售尧娱乐等
服务袁同时增加了公益活动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2019年野春暖
回家路冶活动期间袁光大信用卡还
将开展以野关怀尧拥军尧留守儿童尧
教育尧正能量冶为关键词的公益活
动袁如野拥军爱国送温暖冶活动将借
助合作方龙腾贵宾厅的场地资源袁
在全国多地区机场尧高铁站免费向
军人及武警发放春节福包及关怀袁
以示对家国守护者的诚挚关怀与
祝福遥

一张信用卡温暖千万人的春节回家路
光大信用卡开启“春暖回家路”活动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琼岛气温
起起伏伏袁变化多端袁真是让人
操碎了心遥 19日起这波冷空气
势力逐渐减弱袁气温逐日回升!
你以为气温会一直升上去吗钥
NO! 还有新的冷空气遥 据海口
市气象台消息袁 1 月 21 日至
26日将有两股冷空气袭来袁以
干冷空气为主袁未来 10天天气
复杂多变 袁22 日最低气温仅
11益袁 市民需注意及时增添衣
服袁以防感冒遥

海口市气象台 17 日下午
发布重要气象信息快报袁 预计
未来 3天海口多阴雨天气袁21
日袁受新的冷空气补充影响袁气
温明显下降曰23日起袁转受东到
东南气流影响袁气温回升曰25日
夜间起袁 又有一股较强干冷空
气补充影响海口遥

17日夜间到 18日白天院全
省阴天间多云袁局地有小雨袁最
低气温 13耀18益袁最高气温 22耀
26益遥

19日-20日袁 冷空气势力

减弱袁北部尧中部和东部阴天间
多云袁有分散小雨袁西部和南部
地区多云袁其中北部尧西部和中
部局部地区早晚有雾遥 最高气
温袁 五指山以北地区 21耀24益袁
五指山以南地区 25耀28益遥最低
气温袁西部内陆尧中部山区 16耀
18益袁其余地区 18耀21益遥

1月 21日-22日袁 受较强
干冷空气影响袁 出现明显的降
温和海上大风天气袁 其中 1月
21 日阴天有小雨袁1月 22 日-
26日袁以多云天气为主遥

冷空气前来补仓 琼岛气温又要降
下周野干冷冶唱主角 22日最低 11益 市民需注意增添衣服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谢佳宁冤1月 17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了解到袁 今年三亚将划拨 1580万
元袁 专项用于支持三亚妇女儿童医疗保
障服务事业的发展袁 为部分患有重大疾
病的妇幼群体解决困扰遥三亚 12家儿科
诊疗服务医疗机构周一至周日门急诊
24小时开放服务袁方便市民就医遥

据了解袁今年袁三亚将划拨 1580万
元袁 专项用于支持三亚妇女儿童医疗保
障服务事业的发展袁 为部分患有重大疾
病的妇幼群体解决困扰袁 其中包括院180
万元用于儿童早期发展与发育行为障碍

的识别和诊治曰70万元用于儿童哮喘等
呼吸系统常见病的诊治曰180万元用于先
天性心脏病等先天性畸形检查曰220万元
用于地贫尧扁豆病尧白血病等血液肿瘤疾
病的筛查和诊治曰200 万元用于产前诊
断曰200 万元用于新生儿遗传性疾病筛
查曰150万元用于两癌筛查尧 服用叶酸等
妇女病普查曰180万元用于孕早期妇女地
中海贫血基因免费检测和阻断项目曰200
万元用于产前筛查与新生儿疾病筛查遥

儿科诊疗服务的 12家医疗机构袁门
急诊均为周一至周日全天渊24小时冤遥

三亚划拨 1580万元保障妇幼医疗服务

12家儿科门急诊
24小时开放服务

天涯区：
荫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院天涯区解放路 1154号
联系电话院38220118
荫三亚市人民医院
地址院天涯区解放路 558号
联系电话院88557733转 4801
荫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院天涯区解放路 582号
联系电话院88233562
荫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院
地址院天涯区凤凰镇南新农场 11队
联系电话院38880815
荫三亚华侨医院
地址院天涯区胜利路 89号
联系电话院88668885
荫高峰医院
地址院南岛农场场部
联系电话院88914899
吉阳区：
荫三亚市中医院
地址院吉阳区凤凰路 106号
联系电话院88706006

荫三亚市妇幼保健院渊新院冤
地址院吉阳区迎宾路 339号
联系电话院88368726
荫荔枝沟卫生院
地址院吉阳区荔枝沟路 188号
联系电话院13036077566
海棠区：
荫南田医院
地址院海棠区新民路南田农贸市场旁
联系电话院88818489
荫林旺卫生院
地址院海棠区龙江风情小镇渊龙江社区卫
生服务站冤
联系电话院88750902
崖州区：
荫崖城卫生院
地址院崖州区水南桥头
联系电话院88831902
育才生态区：
荫育才医院
地址院育才生态区管理委员会旁 100米
联系电话院13876203106

12家医疗机构

销售问题雪糕
乐东一冰淇淋批发店被查处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1月
17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袁该局近期组织抽检酒类尧冷冻饮品尧水产制品尧水果
制品尧 调味品共 5类产品 129批次袁 其中合格样品 125
批次袁不合格样品 4批次袁涉及广东省遂溪县古尧天酒
庄生产的金鞭牛大力酒尧海口美乐雪冷饮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雪潮大奶咖(雪糕)尧广东伊达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伊达蓝莓味李果等遥

据了解袁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袁个别项目不合格袁
其产品即判定为不合格产品遥 抽检酒类 23批次袁其中合
格样品 22批次曰抽检冷冻饮品 23批次袁其中合格样品
22批次曰抽检水产制品 10批次袁其中合格样品 9批次曰
抽检水果制品 8批次袁其中合格样品 7批次曰抽检调味
品 65批次袁全部合格遥

据介绍袁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袁当地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已经采取措施依法予以查处袁并责令食品生
产企业查清产品流向尧召回不合格产品尧分析原因进行
整改曰责令食品经营环节有关单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
防控风险遥不合格产品的风险防控措施以及核查处置结
果将在相关市县食药监管局网站予以公布遥

不合格食品

海口未来 3天天气预报

18日 阴天间多云袁局地有小雨 16~22益

19日 阴天袁局地有小雨 18~23益

20日 阴天袁局地有小雨 18~24益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精神袁弘扬扶弱
助残的传统美德袁倡导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对困境儿童的关注与帮扶袁
海口美兰区于 1 月 15 日至 27 日组
织开展 野点亮微心愿 大爱聚美兰冶
第三届新时代文明实践关爱困境
儿童野圆梦冶行动遥

野我很喜欢看书袁我想要一套四
大名著冶野我想要一双加大码的运动
鞋袁这样我就能多穿几年冶野学校离家
里远袁我可以要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
车吗钥 冶野我想要油和米等生活必需
品冶 噎噎 来自美兰区白龙街道和和
平南街道的困难家庭孩子们纷纷向
民政工作人员说出了自己的新年心
愿遥 这一个个微小的心愿袁在大家看
来本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袁却是福利院
和困难家庭孩子们心中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期待遥

据了解袁 美兰区将于 1月 27日
举办爱心野圆梦冶仪式遥 邀请 20名爱
心认领人士代表到美兰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渊美兰区文化馆冤现场为
孩子们送上新春礼物及祝福遥

如果您想帮助这些儿童实现新
年心愿袁可关注野美兰之声冶微信公众
号 1月 15日微文叶2019年美兰区野微
心愿冶爱心认领活动开始啦曳了解活
动详情袁认领情况会实时更新袁认领
热线院0898-65220417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