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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阵雨转多云
23℃-26℃ 东北风3-4级

三亚 阵雨转多云
24℃-31℃ 东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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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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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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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2643.07低：2560.32
高：2661.29收：2583.46
成交额：1700亿元
涨跌幅：-5.22%

深
成
指

开：7753.03低：7481.89
高：7803.29 收：7524.09
成交额：1885亿元
涨跌幅：-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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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钱进

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1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3 组选
3”中0注；“排列 5 直选”中0注。

全国中奖情况：“排列 3 直选”
中 4509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
列 3 组选 3”中 0 注；“排列 5 直选”
中22注，单注奖金10万元。

涨跌：
-142.38

涨跌：
-4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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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气象台了
解到，受弱冷空气影响：今日到14日
白天：北部湾海面、本岛东方、昌江
到万宁一带海面，多云有阵雨，东北
风5-6级，阵风7级，12日夜间起减
弱到5级，阵风6级，以上地区沿海
各港口所挂强风一号风球不改变；
本岛陵水、三亚到乐东一带海面，多
云有雷阵雨，东北风5级，雷雨时阵
风7级；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多
云，东北风5-6级，阵风7级。南沙
群岛附近海面，多云有雷阵雨，东北
风5级，雷雨时阵风7级。

省气象台预计，13-15日，受东
到东北气流影响，全岛以多云天气
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阵雨。最高
气温全岛大部地区29-32℃；最低
气温中部地区18-21℃，其余地区
21-24℃。

16日到18日白天，受弱冷空气
影响，五指山以北地区多云间阴天
有小阵雨，五指山以南地区多云，局
地有小阵雨，最高气温小幅下降。
各预报海区风力5-7级。

记者金浩田

网上招抖音、快手点赞员？当心受骗！

□记者 韩建东 通讯员 陈欢欢

本报讯 近期，受供需关系和市场价格波动
影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蚕茧收购价格较开春
时下降不少，为了在脱贫攻坚期间提高蚕农积极
性，琼中县委、县政府计划拨付专项资金对蚕农
出售蚕茧进行补贴，预计安排资金447.2万元，
最终以实际出售蚕茧量计算，该资金直接拨付给
各乡镇通过“一卡通”发放实施。

据了解，补贴标准以蚕茧出售中准价为依
据，中准价20元/斤不进行补贴，中准价18元/
斤按出售蚕茧金额的10%进行补贴，中准价16
元/斤按出售蚕茧金额的25%进行补贴。

琼中桑蚕办主任陈李叶介绍，2018年，琼中
计划种植桑园1万亩，涉及养蚕农户达3000户
以上（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21户，含已脱贫744
户，计划 2018 年脱贫 177 户）。目前已经出售9
批119万斤蚕茧，农民效益达2500多万元。

琼中出台出售蚕茧补贴价格方案

补贴总金额达447.2万元

海南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规划交流沙龙

昨日举行
□记者刘兵

本报讯 昨日，2018 年双创周之
海南省中小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交流
沙龙活动在省科协科技成果转移孵
化基地成功举行。本次活动以“高水
平双创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创
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双创”为内容，
进一步加深中小微企业之间的相互
交流，凝聚企业创业力量，激发企业
创新活动，共同推动创新创业发展。
来自各行业中小企业、协会等40余
人参加。

互动环节上，与会企业纷纷就
“2018年海南建设自贸区港大形势下，
创新创业的痛点在哪里”、“中小企业
要如何优化各行业发展规划”、“科技
发展对中小企业的帮助”等主题进行
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据悉，为了推进海口市中小企业
加速发展的步伐，拓展视野，了解技术
创新、增加创业资源等，海口市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将在后续举办企业走
访复兴城、数据谷、江东新区、软件园
等聚集创业活力的园区、科技基地、大
学创业园区等地的交流学习活动，共
同助推中小企业健康、稳步发展。

18日21时至19日7时

海口这些地方停气改造
海榆西线、金滩路等周边用户将受影响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海南
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了解

到，因燃气管线老化改造等原因，该公
司将对海榆西线、兴业路阀门进行停气改
造，10月18日21时-10月19日7时，海榆

西线、金滩路等周边用户将面临停气影响。
此外，为保证客服系统数据安全运行，

该公司计划于今日18时至明日17时对客
服系统进行升级。据悉，客服系统升级期
间，该公司将暂停营业网点的业务办理，同

时民生宝燃气业务、银行交费业务、客服热
线气费查询也将暂时停止服务。系统升级
时间为今日18时至明日17时，营业网点10
月14日8时恢复正常营业，其余业务明日
17时后恢复正常。 记者沈丽焕

阵雨阵雨““掌权掌权””凉意袭人凉意袭人

今日白天：北部，阴天间多云有小
阵雨，最低气温21-23℃，最高气温26-
28℃。中部，阴天间多云有小阵雨，最
低气温 20-22℃，最高气温 27-29℃。
东部，阴天间多云有小阵雨，最低气温
22-24℃，最高气温27-29℃。西部，阴
天间多云转小阵雨，最低气温 21-
23℃，最高气温28-30℃。南部，阴天
间多云转小阵雨，最低气温22-24℃，最
高气温29-31℃。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多云，
局地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1-23℃，最高
气温28-30℃。中部，多云有小阵雨，
最 低 气 温 21- 23℃ ，最 高 气 温 28-
30℃。东部，多云有小阵雨，最低气温
22-24℃，最高气温28-30℃。西部，多
云，局地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2-24℃，
最高气温29-31℃。南部，多云，局地有
小阵雨，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
29-31℃。

乌鲁木齐航空计划开通

5条航线
到博鳌

□记者沈丽焕通讯员覃朝春

本报讯 近日，以“澎湃博鳌、与你
同行”为主题的乌鲁木齐航空2018-
2019年冬春季航线及产品推介会在琼
海博鳌举行。

乌鲁木齐航空计划以琼海博鳌为
中心，开通乌鲁木齐⇆兰州⇆博鳌，克
拉玛依⇆郑州⇆博鳌，大连⇆呼和浩
特⇆博鳌，大连⇆郑州⇆博鳌，重庆⇆
博鳌等多条航线。

据悉，2018年年初博鳌机场已开
通由乌鲁木齐航空执飞的克拉玛依
⇆兰州⇆博鳌航线，于夏秋换季后接
连开通由乌鲁木齐航空执飞的郑州
⇆博鳌、合肥⇆博鳌、贵阳⇆博鳌等
航线，使得更多旅客有机会一睹博鳌
风采。

此外，博鳌机场还将联合其余8
家航空公司陆续开通博鳌至天津、济
南、石家庄等21条航线，覆盖23个航
点城市。

据新华社电 每年的金九银十通常是购房
装修的旺季。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家具，究竟
如何挑选才能防止掉入“陷阱”？天津市滨海新
区消费者协会提醒，家具材料及油漆等级相差很
大，网购家具不要被价格左右，需谨慎挑选。

消协工作人员说，消费者在挑选家具时，要
看色泽、纹理是否清晰，是否有虫蛀、裂缝修补痕
迹和有关质检部门的检测报告。一些劣质家具

在使用后容易出现油漆脱落、起壳的现象。合格
家具的表面，从色泽上看纹理清晰，不会出现局
部色泽泛白等现象，并且表面手感应平整。

网购家具价格实惠，款式多样，受到不少消费
者的青睐。消协工作人员提醒，由于网购家具无
法看到实物，最好要求商家尽可能地提供家具外
观款式及关键部位或材质的实物照片。如果商
家连这个基本条件都无法满足，最好不要选择。

消协提醒：家具材料及油漆等级相差大，网购家具需谨慎

“剁手”之前必须知道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