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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大家快来看看呀袁有蔬菜水果尧鸡鸭
羊虾袁还有蝴蝶兰浴 冶9月 14日下午袁
海口市龙华区爱心扶贫大集市在区政
府办公大楼火热开市袁 各镇脱贫户携
带特色生态农产品进行展销袁 吸引众
多市民购买遥 当天袁2020年龙华区消
费扶贫月活动同步启动遥

据介绍袁当天袁龙华区爱心扶贫大
集市销售扶贫产品金额达 18万元 (其
中袁企业认购约 7.4万元 袁现场微信扫码
支付 10.6万元冤袁受益脱贫户 228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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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铭纬冤9月 14日袁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袁近日
该局下达行政许可决定书袁准予海南
城市建设学校终止办学遥

海口市教育局表示袁按照有关法
律尧条例规定袁经审查袁决定准予许可
海南城市建设学校终止办学遥 自文件
下发之日起袁学校不得再以原学校名
义从事招生尧办学等一切活动遥

同时袁学校的叶办学许可证曳的正
副本及印章应尽快依法上交审批机
关袁并到有关登记机关注销登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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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符雄助冤15日袁记者从海南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获悉袁野你负责
学习袁政府负责买单! 冶的野旺工淡学冶
活动招生成果喜人遥

据了解袁8月 18日至 21日袁海南
省旅文厅尧省教育厅组织野旺工淡学冶
旅游人才培养联盟成员前往海口尧儋
州尧琼海尧三亚等地开展野旺工淡学冶
系列宣贯动员会和政策培训会袁咨询
野旺工淡学冶 人才政策人数达百余人
次袁 百度搜索馨文报道结果达到 446
万个遥 此外袁由省旅文厅制作的野旺工
淡学冶抖音短视频观看人数高达 49万
人次袁野旺工淡学冶项目获得了高度关
注遥截止至 9月 11日袁通过报名野旺工
淡学冶 项目报名系统报名人数超过
7000人袁完成现场报名人像采集超过
6600人袁生源覆盖 19个市县遥

野旺工淡学冶招生成果喜人
逾7000人报名

在采访过程中袁 有市民不
以为意袁我就挤个痘痘袁有必要
草木皆兵吗钥 对此袁海口市人民
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赵晓霞
表示袁虽然只是日常小事袁却不
可大意袁挤痘痘方式不当袁很有
可能会引发感染遥

针对于挤痘痘可能会带来

的风险袁在面部出现痘痘时袁赵
医生也给了以下几点建议院1尧
长痘痘的人要选择合适的清洁
产品袁去除皮肤表面多余油脂尧
皮屑及细菌的混合物曰2尧 适当
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袁 以清
淡为主曰3尧 轻症患者可以外用
药物治疗为主袁 例如家里常备

的抗生素的软膏袁 能够达到一
定的消炎效果曰4尧 痘痘最好不
要自己去挤压搔抓袁 这样容易
导致病情加重袁 且容易造成瘢
痕遥 如果需要挤出来的话袁可以
去正规医院的皮肤科给与针
清袁 或者使用粉刺挤压器将皮
疹挤出来遥

医生建议：乱挤痘痘容易造成细菌感染

李同学告诉记者袁 如果不
马上挤掉袁 痘痘只会越来越明
显袁看起来十分的不美观遥 野不
过我也知道手上有很多细菌袁
所以每次也是使用工具去处理
的袁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吧钥 冶她不确定的反问道钥

那么袁使用挤痘工具袁是否
就能够保证安全呢钥 带着这样
的疑问袁 记者走访了海口部分
贩售挤痘工具的门店袁 发现个

别美容针尧 粉刺针虽然将使用
方法及注意事项写得十分清
晰袁却并未有安全风险提示遥

记者在国兴大道日月广场
的某家精品店中看到袁 一件产
品名称为 野清闭口黑头粉刺针
套装 3件套冶的产品包装上袁将
产品特点尧 使用方法尧 注意事
项尧贮存方法尧主要材质都已告
知袁却并未给出安全风险提示袁
可能会导致顾客疏忽背后潜藏

的危害遥
随后袁 记者来到位于美兰

区海甸岛五西路的另一家精品
店中袁 店内售卖的祛痘工具名
为野N 精致专业美容针冶袁包装
上的使用方法讲解的十分详
细袁也提到了野防止交叉感染冶
等字眼袁却仍无安全风险提示遥
顾客使用后可能会导致哪些危
害钥主要有哪些感染风险钥包装
上并无交代遥

记者走访：挤痘工具没有安全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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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记者 郭尚冤 光
大银行积极支持抗击疫情袁 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袁 做好实体经济金融服
务遥李晓鹏董事长在两会期间提出袁
金融企业在野增量尧降本尧便利冶这三
个方面袁要敢于担当袁增加对实体经
济融资总量袁特别是满足中小企业尧
民营企业尧 制造业在融资方面的需
求遥 光大银行严格落实野增量尧降本尧
便利冶要求袁积极采取措施服务实体
经济袁助力企业抗疫纾困遥 光大银行
发布的半年报显示袁截至 6月末袁该
行制造业贷款余额达到 2444亿元遥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93亿元袁

今年累计投放超 250亿元遥
快速反应强化疫情防控金融支持
面对突发疫情袁 光大银行快速

反应袁研究出台多项政策措施袁加大
对疫情防控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遥
截至 7月末袁2020年光大银行为医
疗卫生和生活物资保障相关企业累
计投放表内外授信超 1000亿元曰对
批发零售尧住宿餐饮尧物流运输尧文
化旅游四大受困行业提供表内外融
资支持超 1700亿元遥

全力以赴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

光大银行精心提供政策措施袁

加快推动贷款投放袁 对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实行贷款 FTP减点尧下放额
度管理权限尧 扩大贷款定价授权等
政策袁增量降本成效显著遥截至 6月
末袁 该行制造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
长 11.32%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长
了 23.63%袁增速都远远高于上年同
期袁并且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曰上
半年制造业累计投放贷款超 1200
亿元遥 实现制造业和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较年初增量和增速双增长袁同
比增速创下我行近年来新高浴
坚守初心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光大银行通过完善激励约束

机制尧 实行民企授信业务尽职免
责制度尧 调整行业信贷准入门槛
等措施袁 加大对民营企业支持力
度遥截至 6 月末袁该行支持民营企
业授信余额已达 1.14 万亿元袁民
企授信客户数占比全行对公客户
数超七成袁 民企贷款利率较年初
下降 26BP袁有效缓解民企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 遥 该行行长刘金在
2020 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袁
下一步袁 光大银行将把服务实体
经济放在首位袁 持续增强自身经
营实力袁 更好地实现管理财富尧
服务民生的愿景遥

光大银行全力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抗疫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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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王凤冤来了浴 来了浴 台风它真
的来了浴中央气象台 15 日 18时发布
热带低压预报院15 日下午菲律宾西
部近海有热带低压生成袁17 时袁其中
心位于海南西沙永兴岛东南方约
920 公里的海面上袁 就是北纬 12.4
度袁东经 119.6 度袁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有 7 级渊15 米/秒冤袁中心最低气压
为 1002 百帕遥

预计袁 该低压将以每小时 10-15
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袁15日
夜间移入南海东部海面袁 强度逐渐加
强袁将于未来 24小时加强为今年第 11
号台风红霞袁 最强可达热带风暴级或

强热带风暴级 渊9-10 级袁23-28 米/
秒冤袁逐渐向越南中部沿海靠近遥

受该热带低压和弱冷空气共同影
响袁9 月 16 日耀19 日白天袁 南海东南
部尧 三沙海域和海南岛四周海面将有
强风雨天气曰17日夜间耀19日白天袁海
南岛陆地将有较强降雨遥

预计袁南海东南部海域袁西沙尧中
沙群岛附近海面袁9 月 16 日风力 6耀7
级尧阵风 8级袁17日耀19日白天风力增
大到 7耀9级尧阵风 9耀10 级曰海南岛四
周海面和北部湾海面袁16 日耀17 日风
力 5耀6级尧阵风 7耀8级袁18日起风力加
大到 7耀9级尧阵风 10耀11级曰19日夜间
起上述海区的风力逐渐减弱到 5耀6

级尧阵风 7级遥
南沙群岛附近海面袁17日风力 6耀

8级尧 阵风 9级曰18日耀19日风力减弱
到 5耀6级尧阵风 7耀8级遥

预计袁9月 17日夜间耀19日白天袁
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尧 局地
大暴雨袁西半部地区有中雨尧局地大到
暴雨遥
预计袁9月 17日 20时耀19日 20时

各地过程雨量院陵水尧三亚尧保亭尧琼
海尧 万宁等市县 100耀180毫米尧 局地
250毫米曰文昌尧琼中尧白沙尧屯昌尧定
安尧澄迈尧海口尧临高尧五指山尧乐东和
儋州等市县 50耀100 毫米曰昌江尧东方
等市县 30耀50毫米遥

调整之后袁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
用电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峰谷分时电
价政策袁峰谷价差保持不变遥
调整后峰段时间共 8小时袁 其具

体时段为院16:00-24:00遥 平段时间共
8小时袁其具体时段为院08:00-16:00遥
谷段时间共 8小时袁 其具体时段为院
00:00-08:00遥
根据最新公布的海南省电动汽车

充换电设施用电峰谷分时电价表袁居

民生活用电部分袁电压等级不满 1千
伏的袁 峰时段电度电价为 1.0333元/
度袁谷时段为 0.3189元/度袁平时段为
0.6295元/度遥 电压等级为 1千伏及
以上的袁 峰时段电度电价为 1.0003
元/度袁谷时段为 0.3089 元/度袁平时
段为 0.6095元/度遥
工商业及其他用电部分袁 电压

等级为 220 千伏及以上的袁 峰时段
电度电价为 0.9828 元/度袁 谷时段

电度电价为 0.3165 元/度袁 平时段
电度电价为 0.6062 元/度遥 电压等
级为 110千伏的袁 峰时段电度电价
为 0.9993 元/度袁 谷时段电度电价
0.3215 元/度 袁 平时段电度电价
0.6162 元/度等遥

据了解袁原叶海南省物价局关于
电动汽车用电实行扶持性电价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曳渊琼价价管也2017页
668号冤文件同时废止遥

热带低压生成袁或将发展成 11号台风红霞

明日夜间琼岛将迎来强风暴雨

我省优化调整电动汽车峰谷分时电价政策 12月 1日起执行

@车主，这个时段充电最便宜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铭纬冤
9月 15日袁国际旅游岛商
报记者从海南省发展改革
委获悉袁 该委决定对海南
省电动汽车峰谷分时电价
政策进行优化调整袁 自今
年 12月 1日起执行遥

@市民袁听医生建议袁这些生活常识要懂要注意

乱挤痘痘可能引发颅内感染 海口龙华爱心扶贫
大集市火爆开市

一天销售18万

海南城市建设学校

终止办学

热带低压未来 96小时路径概率预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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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启兰冤痘痘如何快速消除袁一直是许多人
的苦恼遥 但欲速则不达袁小小一颗痘袁却暗
藏无限的危害袁轻则留疤袁重则颅内感染对
生命造成威胁遥 那么日常生活中袁在挤痘痘
时普通市民会将其与健康挂钩吗钥 长痘痘
的时候又该如何安全有效的消除钥 快来听
听海口市民和医生怎么说噎噎

银挤痘痘工具包装上没有安全风险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