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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登革热疫情通报院9 月海口共发生 77 例

别紧张，
目前疫情总体情况可控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吴英艳冤9 月 10 日袁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海
口市 9 月发生登革热疫情进行
了通报袁 目前疫情总体情况可
控遥
据了解袁9 月袁海口市秀英区
发生登革热疫情遥 9 月 5 日至 10
日 16 时袁 海口市共报告病例 77
例袁其中袁海口秀英五源河片区
69 例袁 海口秀英书场村 8 例袁无
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遥 77 例病
例均已隔离治疗袁 病情稳定袁其
中 7 例已解除隔离遥 疫情发生
后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袁省级
有关部门和海口市各级政府积
极应对袁 加强防控部署遥 9 月 7
日袁启动了海南省登革热疫情芋
级应急响应遥 根据疫情发展袁于
9 月 9 日升级为域级响应遥 组织
在全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袁降低
蚊媒密度曰 成立了救治专家组袁
对病人实行定点治疗曰建立了联
防联控机制袁加强登革热疫情的
防控袁目前疫情总体可控遥
当前是登革热流行季节袁登
革热可防可控可治袁关键在于预
防袁治疗周期一般为一周遥 广大
群众要树立健康预防意识袁清积
水尧灭成蚊尧防叮咬遥

@ 岛民 这份科普知识请收下

防蚊灭蚊，远离登革热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吴英艳冤即将迎来
中秋小长假袁不少市民朋友已
经在规划旅游行程遥 近年来袁
出境游深受大家欢迎袁尤其是
东南亚国家遥 而当前印尼尧泰
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登

革热疫情高发遥 在这里袁记者
也想提醒大家出境游一定要
做好个人防护工作袁前往登革
热高发国家旅游时袁需提高自
我保护意识袁做好防蚊尧个人
保护措施遥 此外袁各位市民也
同样需要注意生活中的清洁

渊一冤清理积水

1尧突发高热院一两天内体温

登
革
热
症
状

工作袁需要及时清除蚊虫孳生
地袁家里可使用蚊香尧气雾剂
等家用卫生杀虫剂进行防蚊尧
灭蚊遥 登革热流行季节常是天
气湿热尧 蚊虫滋生的季节袁一
般在每年的 5耀11 月袁 高峰在
7耀9 月遥

升高到 39益耀40益袁体温常持续一
周不退曰
2尧体痛院 感到头痛尧眼眶痛尧
肌肉关节和骨骼痛袁整个人觉得很
疲乏曰
3尧发红院 脸部尧颈部尧胸部及
四肢皮肤发红袁貌似野酒醉状冶袁甚
至出现眼结膜充血尧浅表淋巴结肿
大尧牙龈等无端出血等曰
4尧皮疹院 以麻疹样和出血性
皮疹为主袁不高出皮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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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干房前屋后及屋顶沟渠死
水袁疏通下水道袁污水井加盖袁平洼填
坑袁堵塞树洞遥
2.及时清理房前屋后的缸尧罐尧
废旧轮胎尧啤酒瓶尧竹筒尧陶瓷器皿等
积水容器遥
3.家庭用的水缸或水箱加盖袁以
防蚊子进入遥
4.防止垃圾堆积袁将垃圾放入密
闭塑料袋并放入密闭容器中遥
5. 家养水生植物应每隔 3耀5 天
换水洗瓶尧清洗根须袁并注意容器的

违规收取42万元燃气初装费
儋州衍宏公司被责令改正袁国庆前将全部退还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郑
邦京 摄影报道冤最近袁由于违规收取 111 户
业主管道燃气工程安装费 42 万元袁儋州衍宏
万国大都会商业有限公司被责令改正遥 据介
绍袁目前已退还 76 户业主燃气初装费遥

据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尧 海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出的 叶关于完善城镇
管道燃气 工程安装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曳袁自 2017 年 5 月 20 日起袁 住房建设单位和
购房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住房袁其管道燃气
工程安装费计入住房开发建设成本袁由燃气经
营企业与住房建设单位书面协商确定并进行
结算袁住房建设单位不得在房价外向购房者另
行收取管道燃气工程安装费袁购房者不再交纳
与管道燃气工程安装有关的费用遥
然而袁就在 2017 年 5 月 20 日之后袁该公
司仍向签订协议购房的业主违规收取管道燃
气工程安装费遥
在接到举报后袁 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迅速派人前往调查遥 经调查袁发现该公司确实
存在违规收费行为遥 从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21 日期间袁 该公司违规收取 111
户签订购房协议的业主管道燃气工程安装费
数额共达 428800 元遥
由此袁该局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下达了责
令改正通知书袁 责令该公司根据实际收取情
况袁 退还 2017 年 5 月 20 日后收取的燃气初

装费用遥 并在改正完毕后袁向该局提交整改情
况报告遥
8 月 30 日袁 儋州衍宏万国大都会商业有
限公司向该局发出叶退还燃气初装费的回函曳
表示院在接到责令改正通知后袁公司人员以最
快速度统计袁 销售人员联系客户到营销中心
办理相关手续袁并在小区公示栏中张贴公示袁
只要满足合同签订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20 日
后的客户袁 均可以到营销中心办理燃气开通
费退费遥 但鉴于部分客户对办理退费手续存
在异议或者客户在外地无法及时赶回等因
素袁提交资料的时间周期较长遥 截至目前袁已
收齐 76 份客户退费材料袁今日可将款项退还
给客户遥
目前袁 仍有 35 户业主还没有办理退费袁
儋州衍宏万国大都会商业有限公司表示袁在
国庆之前将全部退还遥
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管价格监督检
查与公平竞争执法的党委委员冯云宇表示袁
欢迎市民对乱收费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袁
为维护消费者正当权益办实事遥 有发现乱收
费的袁请拨打野12345冶尧 野12315冶举报电话遥

佳节赠爱心 完美伴成长
要完美海南中秋回访希望小学活动
要要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郭尚)完美公司秉承野取之社会尧
用之社会冶的公益理念袁自 1999 年起袁
完美海南分公司用爱心行动关注着海
南完美希望小学的教育工作遥
9 月 9 日和 10 日袁 海南分公司开
展以野佳节赠爱心 完美伴成长冶为主
题的中秋希望小学回访活动袁 分公司
行政员工及经销商再次来到万宁市完
美太阳希望小学和儋州市韩宅完美希
望小学袁 为孩子们送上完美爱心月饼
和祝福遥
为感谢完美公司爱心捐赠袁 孩子
们为叔叔阿姨戴上红领巾袁 一条条红
艳艳的红领巾最能代表孩子们此刻激
动心情遥 回访活动中袁海南分公司总经
理曹少武表示袁 完美公司以优质产品

提升着人们的生活品质袁 同时不忘关
心偏远地区的教育遥 在未来袁完美公司
会一如既往关爱希望小学的孩子袁希
望孩子们能怀揣梦想袁勇攀高峰袁用感
恩的心回报学校和社会袁 祝福所有的
师生们佳节快乐尧健康幸福浴
活动中袁 完美公司经销商与孩子
们进行友谊球赛袁 篮球场上尧 乒乓桌
旁袁快乐的笑声犹如完美祝福袁回荡在
校园中遥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成立 25 年以
来袁公益事业上捐资总额近 8 亿元袁捐
建的完美希望小学超过 100 家遥 野爱心
赠佳节 完美伴成长冶袁 未来的日子里
完美海南分公司将持续秉承公司的公
益理念袁将爱心传递尧祝福孩子们成就
更美好的未来遥

清洗袁容器底部不要留有积水遥

渊二冤杀灭蚊子

1. 在室外采用超低容量喷雾法
或热烟雾剂法
2.室内选用滞留喷洒曰
3.蚊香尧电热灭蚊片尧电蚊拍尧瓶
装杀虫气雾剂等遥

渊三冤预防蚊虫叮咬

1.安装防蚊纱窗
2.挂蚊帐
3.穿浅色长袖
4.涂好防蚊药水
5.远离积水等蚊虫孳生地

交通标线“消失”
轿车公交剐蹭
海口交警院设计不合理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兴民 实习记者 陈文圣 摄影
报道) 10 日上午袁 商报记者接到海口
市民冯先生的投诉袁野龙昆南大道椰梦
酒店旁的路面交通标线规划不合理袁
存在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遥 冶
据冯先生介绍袁7 日中午袁他驾车
行驶在龙昆南大道一直按着路面箭头
直行袁 前方有一辆公交车挡住了道路
路线遥行驶到前面时袁路面交通标线突
然消失袁变成了公交车道遥 这时袁右后
方一辆公交车突然驶出袁 两车发生剐
蹭袁幸亏刹车及时袁没有人员伤亡遥
随后袁记者在现场看到袁该条道路
是一条直行通道袁往来车流量特别大遥
路面交通标线突然消失变成了黄色的
公交车道袁 并且周围完全没有任何的
提示袁这非常容易让司机造成混淆袁存
在重大的安全隐患遥
随后袁 记者联系了海口交警支队
相关负责人袁据其介绍袁该道路的设计
的确是存在问题袁 并在做进一步的整
改方案遥 也希望广大市民在行驶至该
路段时减速慢行袁注意安全遥

未来两天
雷雨相伴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 者 陈 王 凤 冤 据 气 象 部 门 消 息 袁11
日-12 日袁受南海辐合带影响袁全岛大
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遥 全岛最高气
温 30耀34益曰 最低气温中部地区 22耀
24益袁 其余地区 24耀27益遥 13 日-15
日袁受偏北气流影响袁全岛以多云天气
为主遥 全岛最高气温 33耀36益曰最低气
温中部地区 21耀23益袁 其余地区 24耀
27益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