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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辉冤为进一步改善公交车辆通
行条件袁 加强海彤路与海甸二东路交
叉口附近小区的公交保障力度袁 结合
市民前期反馈的意见建议袁 海口市交
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拟优化调整 25
路尧203路公交线路遥

公示时间即日起至 10月 19日遥
公示期间袁如有意见建议袁请发送至
电子邮箱 gongjiaochu2039@sina.com袁
咨询电话 0898 -66663066尧68724473
渊周一至周五袁 正常工作时间受理咨
询业务冤遥

海口美兰区院
组织清理美舍河
亲水栈道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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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园林景观能够从物质使用
和精神享受等多个层面满足业主对居住
生活的需求遥海南恒大御湖庄园匠心缔造
约 10万 m2欧式人文风情园林袁通过中央
景观轴将入口喷泉尧太极广场等园林景观
串联起来袁打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遥 一
步一景的绿化景观袁 清新宜人的空气袁让
您和家人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环境遥

项目西靠文笔峰盘古道教文化胜地袁
南接南丽湖生态湿地保护区袁千年亚洲榕
树王尧久温塘冷泉尧母瑞山根据地纪念园
等旅游区环绕四周袁北接环岛高速袁直通
观澜湖高尔夫尧冯小刚电影公社尧火山口
国家地址公园尧海南热带飞禽世界尧海口
免税店等袁开启一站式度假养生生活遥

不仅如此袁 项目还拥有完善的配套袁
坐拥约 2700m2风情商业街袁 汇聚特色餐
饮尧休闲娱乐等丰富业态袁闲暇时光约上

三五好友坐在街角一起喝咖啡袁 享受午
后的阳光袁或是在饭后一起下楼购物袁满
足日常生活所需袁 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袁此外还设有约 4700m2健身康体会
所袁集乒乓球室尧台球室尧书画室尧舞蹈
房尧棋牌室尧健身房等多种类休闲娱乐项
目供业主娱乐袁 让每位在海南恒大御湖
庄园安家的业主都能享受美好生活遥

幸福生活袁更需要可靠的品质保障袁
作为恒大集团在海南定安倾力而筑的康
养度假项目袁 贯彻着恒大长久以来对高
品质的追求遥 世界五百强恒大集团秉承
9A精装理念袁为业主提供科学的空间布
局袁满屋名牌袁精装修交付袁让业主减少
装修的烦恼袁入住即享尊贵袁让业主实现
宜居梦想遥

海南恒大御湖庄园袁 一个值得您安
家的地方遥

海南恒大御湖庄园 一个幸福感爆棚的地方
如今袁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袁缓慢尧恬淡的生活成为

了许多人向往的生活袁在海南恒大御湖庄园袁你可以邀三
五好友一起谈天说地袁悠闲地喝茶尧吃饭尧畅聊人生故事袁
在一蔬一饭的人间烟火和有朋自远方来的淡薄中袁 脱离
浮躁袁这样的幸福生活袁怎能不令人心驰神往钥

广告

一粒种子长成一棵青菜的过
程袁大家并不陌生袁但是蔬菜如何
从田间地头到批发市场尧 超市商
场尧菜市场袁再到市民餐桌袁这个过
程大家了解吗钥 本期侦探社袁主持
人又嘉来到蔬菜批发市场袁看看来
自五湖四海的蔬菜如何汇聚于此袁
每天凌晨袁商贩又是如何在批发市
场挑选蔬菜遥

说到蔬菜袁不得不提一个与市

民生活密不可分的话题要要要菜价遥
蔬菜受到多方因素影响袁经过多级
市场的流动袁最终如何定价的钥 此
外袁如果你还想知道如何挑选新鲜
蔬菜袁也不要错过本期节目浴

10月 16 日 袁 叶商商侦探社 曳
第十一期将在国际旅游岛商报
微信公众号 尧 椰网 尧 海拔资讯
APP 和 bilibili 等平台与您见面浴
不见不散浴

叶商商侦探社曳第十一期今日上线

从田间到餐桌，蔬菜要走多少路？

陆地方面院预计 16日-20日受热带
低压和偏东急流共同影响袁 海南岛东
部尧中部和南部地区将有一次持续性强
降雨天气过程遥
预计 16日-18日袁 海南岛东部尧中

部和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尧 局地大暴
雨袁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尧局地大到暴
雨遥

15日 20时-19日 8时过程雨量院琼
海尧万宁尧陵水和琼中 300耀400毫米尧局
地 500毫米袁文昌尧定安尧澄迈尧儋州尧屯
昌尧白沙尧昌江尧五指山尧保亭和三亚
150耀300毫米袁其余市县 80耀150毫米遥

预计 19 日-20 日袁海南岛东部和
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尧 局地暴雨袁其
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尧局地大雨遥

海洋方面院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

气共同影响袁 南海中部海域有强风天
气遥16日-18日袁南海中部海域将有 6耀8
级大风曰北部湾海面尧琼州海峡和海南
岛西部海面袁风力 6级尧阵风 7耀8级曰海
南岛东部尧南部海面尧西沙和中沙群岛
附近海面袁风力 7级尧阵风 8耀9级曰南沙
群岛附近海面袁 风力 5耀6级尧 阵风 7耀8
级遥

省气象部门提醒院南海热带低压于
15日下午生成袁未来趋向越南中南部沿
海袁请在南海中部海域作业和过往船只
注意避开大风影响区域曰15日-20 日袁
海南岛东部尧中部和南部地区将出现连
续性强降水天气袁累积雨量大袁可能引
起部分市县的城乡积涝尧山洪地质灾害
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袁相关部
门需注意防范袁并加强水库安全巡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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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陈王凤冤 近日袁海口市社会
保险事业局发布 叶海口市社会保险
事业局关于我省启动职业年金投资
运营后有关事宜的公告曳渊以下简称
叶公告曳冤袁 对职业年金待遇发放方
式尧发放时间等进行明确袁确定职业
年金待遇自 2020 年 10月份起将调
整至当月月末发放遥

叶公告曳指出袁根据国家政策规
定袁结合海南实际情况袁海南职业
年金投资运营于今年 10月正式启
动遥 为规范管理袁保障参保人合法
权益袁全省 2014年 10 月起参加海
南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后退休
且享受职业年金待遇的编制内人
员渊简称野改革后退休人员冶冤袁其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由社保经办

机构发放袁职业年金待遇从社保经
办机构发放改为由托管人 渊银行冤
直接统一发放遥

叶公告曳明确袁因职业年金发放
所需资金需从各投资计划中进行
赎回袁 职业年金待遇自 2020年 10
月份起将调整至当月月末发放袁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仍在当月 15日前
发放遥 此外袁部分财政全额拨款机

关事业单位 10月份新增退休人员
的职业年金虚账记实尧财政补贴利
息差等业务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袁有可能导致新增退休人员出现
养老待遇核定拨付不够及时或实
行预发等现象遥

有咨询需求的市民可拨打电
话 66522312 或 66265403 进行咨
询遥

南海热带低压昨日已生成

今起海南多地连续 5天有强降雨

@海口各参保单位及退休人员

职业年金待遇将调整至月末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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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春棠冤10月 15日袁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博鳌机场方面获悉袁 海航
旗下乌鲁木齐航空计划于 10月 25日
复飞乌鲁木齐葑兰州葑博鳌航线遥
据了解袁该航线班期为每日一班袁

去程航班号为 UQ2563袁7:00 从乌鲁
木齐起飞袁9:45 抵达兰州机场曰10:50
从兰州机场起飞袁14:10 抵达博鳌机
场遥 返程航班号为 UQ2564袁11:45 从
博鳌机场起飞袁15:10 抵达兰州机场曰
16:00 从兰州机场起飞袁18:45 抵达乌
鲁木齐机场遥

乌鲁木齐葑兰州葑博鳌航线
10月 25日起
这条航线复飞

海口

25路、203路
公交线路
拟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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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宁玥冤10 月
16日袁 由国际旅游
岛商报社自制的叶商
商侦探社曳第十一期
正式上线袁本期的主
角是每天出现在我
们饭桌上的蔬菜浴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15日下午袁国际旅游岛商

报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袁 南海热带低压于 15
日 14时生成遥 气象台预计袁低压中心将以每小
时 25耀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袁 强度略
有加强袁逐渐向越南中南部沿海靠近遥 该热带低
压对海南岛陆地和近海无直接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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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辉冤台风野浪卡冶来袭袁美舍河水
位猛涨袁大量泥沙被冲上河岸袁淤积沉
淀袁覆盖了美舍河带状公园部分栈道遥
10月 15日袁海口美兰区和平南街道迅
速行动袁 组织干部和志愿者对美舍河
带状河道上的淤泥与垃圾进行清理袁
还市民一个舒适的休闲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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