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针对有媒体报道
法国达能集团旗下爱他美（ap-
tamil）婴儿配方乳粉在英国引起
婴儿呕吐及胃肠不适症状，海关
总署11日发布通报称，报道涉及
的相关产品还没有通过一般贸易
渠道进口到中国。

通报说，经与相关企业联系核
实有关情况，海关确定该报道中

涉及的婴儿配方乳粉为达能集团
供应欧洲市场的产品，未通过一
般贸易渠道进口到中国，该集团
也未通过跨境电商形式将该产品
引入中国市场。目前，该集团正
在对问题发生的原因进行调查。

海关总署提醒消费者谨慎从
境外通过直邮等方式购买该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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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
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
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
箱：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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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海南特区报社旗下媒体，包括

《海南特区报》、《海南特区报》数字报、
海南特区报官方微博群、海南特区报
官方微信群形成的“一报”、“一网”、

“两微”产品矩阵。
任何媒体机构及营利性组织，

凡在网站、移动客户端、手机报、官
方微博和微信等平台上使用海南特
区报社拥有版权的作品及新闻信
息，须事先取得本报社的书面授权
后方可使用和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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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排列 3直选”中 4注，

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3 组选 3”中 6
注，单注奖金 346 元。全国中奖情况：

“排列 3 直选”中 6457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3 组选 3”中 6541 注，单注奖金
346 元；“排列 5 直选”中 16 注，单注奖金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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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2780.70低：2752.44
高：2794.36收：2777.77
成交额：1383亿元
涨跌幅：-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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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1

涨跌：
-49.86

开：9024.72 低：8916.98
高：9092.88 收：9023.82
成交额：2028亿元
涨跌幅：-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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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钱进

18080期大乐透

1607 24 26 31 10 11
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6注，单注奖

金 7560939 元；二等奖中 100 注，单注奖金
79192 元；三等奖中 730 注，单注奖金 4298
元。下期奖池基金：59.5亿元。

海口 阵雨
26℃-31℃ 微风3级

三亚 中雨
25℃-29℃ 微风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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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意见指出，企业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为
7.1%，这是2018年度海南省职工货币工资的基
本调控目标，生产正常、经济效益稳定增长的
企业，可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经与工会或职
工代表大会协商后，按该幅度安排本年度工资
增长。

意见还指出，我省2018年度企业货币工资
增长上线为8.9%，下线为3.4%。对经济效益增
长幅度较高的企业，可以适当提高工资增长幅
度，但一般不超过8.9%；对于在法定时间内提供
了正常劳动的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

记者查询发现，相比之下今年我省的基准
线比去年有所降低，去年为9.3%，居全国第一。
工资指导线是政府根据当年经济发展调控目
标，向企业发布的年度工资增长水平的建议，由
基准线、上线（又称为预警线）和下线构成。工
资指导线测算指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等。一家国
有银行的工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工资指导线只
是企业决定工资的参照系，对企业并没有强制
性，但工资指导线可为企业与职工开展工资集
体协商以及企业自身合理确定工资增长水平提
供参考依据。

本报讯 近日，省人社厅印发2018年度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意见，根据2017
年海南省经济发展情况和工资收入分配现状，以及2018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
期目标，并结合就业等方面的情况，提出今年企业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为7.1%，
以保证企业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随着经济效益提高而提高。 记者刘兵

□记者吴兴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气象台获悉，今日白
天：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24-
32℃；中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23-
30℃；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25-
31℃；西部，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3-31℃；南部，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

暴雨，23-30℃。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阴天间多云有

中雨，局地大到暴雨，24-32℃；中部，阴天间多
云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23-30℃；东部，阴天
间多云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24-31℃；西部，
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24-
30℃；南部，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地暴雨到大
暴雨，24-30℃。

雨水不断 最高气温下降

□记者 沈丽焕

本报讯 今年1-6月，海南电网售
电 量 119.8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9.31%。第三产业、居民用电成增长主
动力。

从贡献率来看，海南第一、二、三
产业及居民用电对售电量的贡献率分
别为：7.67%、4.24%、57.59%、30.5%。

据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市场部
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海南第三产业用
电同比增长12.94%。在全省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服务业不断
发展、旅游业转型升级以及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提速，拉动第三产业用电
增长。特别是住宿及餐饮行业，增速
均处于较高水平。

此外，上半年居民用电售电量
27.23亿千瓦时。受持续高温影响，全
省空调用电等降温负荷迅速攀升，用
电需求旺盛，居民用电增幅明显，同比
增长13.05%，增速较上年同期高11.17
个百分点。

□记者 徐一凡

本报讯 7月10日，《三亚市巡游出租汽车
主要违规经营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试行）》、《三
亚市非法道路客运经营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试
行）》正式出台，举报道路客运市场违法违规等
经营行为，最高可奖3000元。

两个《办法》明确了适用范围、举报途径、举
报奖励条件和标准、程序等。其中，凡举报巡游
出租车主要违规经营行为，经核实内容与违法

事实相符的，每宗可获200-300元的奖励；举
报非法道路客运经营行为，经核实内容与违法
事实相符的，每宗可获1000-3000元奖励；如
果是实名举报，还给举报人增加10%的奖励金。

《办法》还明确，对交通运输部门公务人员以
及交通运输管理和执法活动中发现违法线索的
工作人员不予奖励。举报人可通过电话、微信公
众号来访来信进行举报。举报人可通过24小时
值班热线电话：88667813；微信公众号：三亚交
通；电子邮箱：syjtysj@126.com等进行举报。

三亚加强道路客运市场监督

举报有奖励最高三千元

□记者刘兵

本报讯 省人社厅昨日发布通知，
根据《海南省公务员录用实施办法》、
《2018年海南省党政机关急需紧缺人
才招录公告》有关规定和要求，省委组
织部、省人社厅将于7月15日组织实
施2018年海南省党政机关急需紧缺
人才招录面试工作。

通知提示，面试地点为海南政法
职业学院，考生必须在面试当天上午
8：00前到面试地点报到。8：00进场，
8：30进场完毕。超过8：30未报到的，
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考生必须凭
有效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和准考证
参加面试。身份证丢失的，须出具户
口所在地派出所附有本人相片的证
明；准考证丢失的，可登录2018年度
海南省党政机关急需紧缺人才（选调
生）招录报名系统进行打印。

此外，根据《海南省公务员录用实
施办法（琼人社发〔2011〕151 号）》、
《2018 年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
层培养锻炼工作公告》有关规定和
要求，省委组织部将于 7 月 17 日组
织实施2018年海南省选调生招录面
试工作。

海关总署：

从境外购买
爱他美婴儿奶粉
需谨慎

2018年海南省党政
机关急需紧缺人才招录

15日面试

今年工资咋调整？
我省发布2018年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

海南电网上半年售电量

同比增长
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