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东等 10市县

将迎顶岗支教
实习生 658名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茹 通讯员 冯子纯冤 又是一年
实习季遥 9日上午袁海南师范大学为即
将分赴我省 10个市县顶岗支教实习
的 658位优秀实习生和驻点指导老师
举行了欢送仪式遥 此次支教将前往乐
东尧白沙尧琼中等 10个市县的 103所
乡镇中学袁 实习生们将正式开始为期
两月的支教旅程遥

G98高速青岭隧道左幅

明日起施工
司机请绕行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柯育超冤9日袁 记者从相关部门
获悉袁 因 G98 环岛高速公路 K308+
530至 K309+670段青岭隧道左幅渊海
口往三亚方向冤维修施工的需要袁相关
部门将对该路段左幅进行封闭管制袁
由海口往三亚方向的车辆从 G98 环
岛高速九所互通驶出高速袁 绕行省道
S313毛九线袁 经国道 G225继续行驶
到渔港互通上高速袁未封闭的右幅渊三
亚往海口方向冤正常通行遥管制时间为
10月 11日至 2020年 1月 20日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王凤冤秋风吹过袁眼看雪乡已
经下起了雪袁而海南气温仍 30益+遥预
计袁 10日院北部尧西部袁多云袁最低气
温 22~24益袁最高气温 30~33益曰中部尧
东部尧南部袁多云袁局地有小阵雨袁最低
气温 20~22益袁最高气温 29~34益遥

今日雨水君收敛
气温君仍 30℃+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被征收人员在工作人
员安排下袁 井然有序地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袁
选房依次叫号进行遥

首日选房户型为 90.95㎡和 130.01㎡袁
该两种户型各 52套袁共计 104套遥 根据叶和
风家园项目一期回迁安置商品房 渊永泰花
苑冤选房方案曳要求袁依据公平尧公正尧公开原
则开展遥 本次选房过程进行全程录像直播袁
并由灵山镇纪委代表尧新岛和新琼村委会干

部代表及当日选房被征收户代表各两名现
场监督遥

和风家园项目一期回迁安置商品房共
1055 套袁 涉及 1055 户袁 可供选房户型为
154.47㎡ 尧135.29㎡ 尧130.01㎡ 尧110.46㎡ 尧
109.64㎡尧90.95㎡尧90.43㎡尧90㎡尧76.95㎡尧
76.16㎡尧59.99㎡等共计 11种户型袁 预计 10
月 14日完成选房工作袁11月底验收后即可
交房袁被征收户很快就能住进新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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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渊通讯员 陈敏 甘菊萍冤
举国同庆颂盛世袁 世人瞩目赞中
华遥 10月 1日袁海南烟草系统干部
职工通过电视尧电脑尧手机网络等
方式收看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
大会盛况直播袁共同见证伟大祖国
的荣耀时刻袁共同感受中国崛起的
磅礴力量遥

上午 10点整袁万众瞩目尧万众
期待遥庆祝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拉开序幕袁随后袁振奋的习主席讲
话袁震撼的阅兵仪式袁不断冲击着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遥 阅兵场上袁

当一支支精神抖擞尧神情威武的受
阅部队踏着矫健的正步袁一排排科
学化尧现代化精良的军事装备从镜
头前展现袁 那整齐划一的踏步声袁
那重甲野飞鹰冶的轰鸣声袁那铿锵嘹
亮的野听党指挥袁能打胜仗袁作风优
良冶口号声袁充分展现了人民军队
的政治方向尧 根本职能和本色作
风遥强大的阵容尧恢弘的气势袁让观
看盛况的干部职工个个热血沸腾尧
心潮澎湃袁一阵阵惊叹袁一阵阵掌
声不时地撼动着每一个家庭尧每一
个干部职工的心灵袁大家共同祝福

祖国美好的明天袁同时也深深表达
出作为一个中国人袁 为祖国的繁
荣尧强大而骄傲和自豪遥

庆祝大会直播结束后袁全省烟
草系统干部职工通过各单位各部
门微信群踊跃分享激动心情袁畅谈
国庆盛典院野我骄傲袁 我是中国人冶
野阅兵式令人震撼浴 冶野一起加油袁中
国明天一定最棒浴 冶野这是一场具有
中国特色尧富有中国气派尧振奋民
族精神尧 展现时代风采的阅兵盛
典冶等类似话语纷纷出现在海南烟
草各个微信群中遥海南烟草人在为

国家强盛的军威和国力感到振奋
的同时袁纷纷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
情袁大家一致表示袁今天的和平稳
定和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袁今后要以
共和国的沧桑巨变砥砺初心使命袁
以祖国母亲 70 华诞为新的起点袁
切实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实
现伟大梦想的奋斗精神融入自己
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袁 从自己做起袁
从小事做起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
立足岗位尧履职尽责袁以实际行动
为实现伟大中国梦和推动烟草行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遥

海南烟草干部职工以各种方式
收看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大会直播

商报讯渊通讯员 陈敏 甘菊萍冤
近日袁海南省烟草专卖局办公室党
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袁组织全体
党员到省博物馆参观野奋斗新时代
美好新海南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海南发展成就展遥

野奋斗新时代 美好新海南 冶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海南发展成就展于 9 月 27 日
在省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展
出袁展览共设野信仰传承冶野谆谆嘱

托冶野辉煌巨变冶野区域发展冶野美好
未来冶五大部分袁通过近千张珍贵
历史照片尧约 10万文字解说袁以及
全息影像尧视频尧电子相册等方式袁
全面展示了 70年来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袁展望未来
海南建设的美好前景遥 同时袁成就
展现场还设有海南各市县的展区袁
椰雕尧剪纸尧黎锦等展示海南本土
文化和传统技艺的工艺品纷纷亮
相袁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海南元素袁

充分展现出一个充满生机尧 活力尧
热情尧美好的海南遥

通过观展袁 支部党员认为袁海
南取得的光辉历程尧 巨大成就袁是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取得历史性成
就尧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一个生动缩
影袁让大家深切体会到生产生活的
新变化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尧幸福
感和安全感遥大家表示袁很受启发尧
很受教育袁在海南正处于高标准高
质量建设自由贸易区渊港冤进程的

关键时期袁作为新时代的一名党员
干部袁 要牢记习总书记的殷切嘱
托袁扛起使命责任袁展现担当作为袁
继续发扬琼崖革命先辈忘我革命尧
无私奉献尧野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冶的
革命精神袁 大力弘扬敢闯敢试尧敢
为人先尧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袁立
足本职尧砥砺奋进袁以饱满的热情
和务实的作风袁不断为建设美好新
海南和推进海南烟草高质量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遥

海南省烟草专卖局办公室党支部
组织参观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海南发展成就展

商报讯渊通讯员 陈敏 王祚弘冤
为让对口帮扶贫困群众度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国庆佳节袁临高县烟草
专卖局组织全体帮扶责任人到皇
桐镇富雄村进行走访慰问活动遥

此次走访慰问活动具体落实
到对口帮扶的每一户贫困户家中袁
临高县烟草专卖局领导分别带领
帮扶责任人为每一户贫困户送上
油尧牛奶等慰问品袁并与贫困户面

对面尧 心贴心地进行谈心交流袁充
分听取他们的所思所盼袁详细了解
他们的身体健康尧生产生活尧产业
发展以及今年前三季度家庭收入
等情况袁悉心询问他们生活中面临
的困难以及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袁
积极为他们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和
排忧解难袁鼓励他们要勇于面对生
活尧克服困难尧坚定信心袁相信通过
国家扶持尧 干部帮扶和自身努力袁

一定能早日脱贫致富遥
期间袁 帮扶责任人结合实际向

贫困户详细解读了教育尧医疗尧社会
保障等各项精准扶贫惠民政策袁提
高贫困户对惠民政策的知晓率和熟
悉度遥 同时袁为了营造浓厚的 70周
年国庆节日氛围袁 全体帮扶责任人
还向贫困户赠送了国旗袁 每家每户
张贴尧悬挂国旗在屋顶袁使贫困户感
受到了节日的欢乐和党尧 政府以及

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怀袁 大家纷纷表
达了感激之情袁 并认为党的扶贫政
策就像太阳温暖尧照亮了他们遥

此次走访慰问真真切切地帮
助贫困户解决了实际问题袁在送去
关怀与慰问的同时袁密切了干群关
系袁拉近了党员干部与困难群众心
与心的距离袁将精准扶贫工作落到
实处袁以实际行动为贫困群众造福
谋利遥

临高县烟草专卖局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0月 9日上午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再
次来到蔚蓝海语印象小区金沙阁 10b 房袁作
为道建公司目前在海口的唯一办公点袁 和十
余天前市民蜂拥而至要求退费的场面相比显
得有些冷清袁 现在陆续只有少量市民找上门
来遥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和之前有所不同的是袁
一台电脑替换了之前笨重的机器袁 屏幕上显
示对咪表卡的管理窗口袁 但还是需要市民自
行在纸上填写个人信息遥 一旁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袁 现在仍然无法退费袁野还是和上次一
样袁过来登记卡号尧余额和联系方式袁退费的时
间没有确定遥 冶

有市民询问袁以后能退费了袁还需要继续
到这个办公点来吗钥 只留了手机号袁该以什么
途径把钱退回来钥 工作人员透露袁后面可能会
在市区设各个点袁 可以选择就近的点进行退
费袁退费的方式有线上操作袁也可能有现金遥

得知目前还是无法退费袁市民们又是一阵
失落遥 野我来了第二次了袁上一次是登记袁这一
次还是登记遥 冶从办公点走出来的李先生告诉
记者遥野当初收费如此麻利袁现在退费却变得异
常拖拉袁一点钱搞得我们心累遥冶现场另一名前
来登记的女士表示遥
孙登峰告诉记者袁 现在确实还无法退费袁

因为和有关部门还没沟通好袁 方案还没做出
来遥被问及计划 10月出方案袁为何现在依然毫
无进展时袁他表示目前正在做准备工作袁这事
还是得一步步来遥孙登峰透露袁预计 11月方案
才出来袁但也有无法预估的情况袁野我们也在努
力推进方案的出台袁还需要市民耐心等待遥 冶

孙登峰告诉记者袁到目前为止袁登记退费
的市民已达数百人袁登记金额野没多少钱袁也就
十几万冶遥
国际旅游岛商报将继续关注此事进展遥

海口市民院咪表退费心好累 道建还在做准备

说好10月出方案，现又拖到11月
海口和风家园项目一期回迁安置商品房

永泰花苑正式选房
11月底验收后即可交房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摄影报
道) 野看了房子很满
意袁 迫不及待想拿
到钥匙袁 赶紧住进
去了遥 冶10月 9日袁
在海口市美兰区和
风家园项目指挥部
选房现场袁 市民吴
荣成为第一位选房
人袁 她选了 5号楼
1904号房 130.01㎡
户型袁 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 魏铭纬 柯育超 摄影
报道冤9 月 21日起海口市咪表
泊车位停止一切经营收费活
动袁原划设的泊车位免费停放遥
9月 23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曾
对咪表退卡退费一事进行报
道袁 当时海南道建停车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渊以下简称野道建公
司冶冤只是对尚有余额的咪表卡
进行登记处理袁 并没有当场退
费给市民遥 道建公司总经理孙
登峰承诺将会与有关部门协商
后出台方案袁 向市民具体公示
退费事宜袁 并透露此方案计划
在 10月出来遥 那么袁至今已有
19天袁此事进展如何了呢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