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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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活

天天开彩 详见17-19版

福彩3D

8 9 1
19094期

昨日市况
开：3241.55低：3185.55
高：3254.13收：3189.96
成交额：3606亿元
涨跌幅：-1.60%

深
成
指

开：10420.65低：10149.38
高：10437.45 收：10158.40
成交额：4566亿元
涨跌幅：-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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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钱进

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
中 5注，单注奖金 1040元；“排列
3 组选 3”中 7 注，单注奖金 346
元；“排列 5 直选”中0注。

全国中奖情况：“排列 3 直
选”中 5359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3 组选 3”中 7580 注；

“排列 5 直选”中 23 注，单注奖
金10万元。

涨跌：
-51.97

涨跌：
-2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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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14版

新华社电 4月11日是世界帕金森病日，帕金
森病已成为继肿瘤、心脑血管病之后威胁中老年人
健康和生命的“第三杀手”。专家建议，帕金森病的
治疗宜早不宜迟，目前最有效的治疗办法是药物治
疗和手术治疗，诊断明确的帕金森病患者切莫错过
手术窗口期，以便最大限度地改善症状、提高生活
质量、缓解病程。

帕金森病是一种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早期首发症状主要是“僵、慢、抖”，体现在运动过
缓、肌肉僵直、静止性震颤、姿势步态异常，以及认
知障碍、精神异常、睡眠障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感觉障碍，还有的患者会出现情绪低落、焦虑等非
运动症状。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帕金森病
学科带头人王茂德介绍，目前帕金森病最有效的
治疗办法是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左旋多巴类药
物作为帕金森病治疗领域的基础用药，早期临床
运用效果很好。然而，服用左旋多巴类药物3至5
年后，“开关现象”或者“异动症”就会出现。想要
帕金森症状得到最好的控制，需要进行脑深部电
刺激治疗手术（俗称脑起搏器），需要提醒的是，并
非所有的患者都有手术治疗机会，须进行严格的术
前评估。

王茂德表示，帕金森病患者手术的最佳时期即
窗口期，这个时间最好在病程的5年至15年内。
不少患者鉴于对手术有所顾虑，大多选择在中末
期进行手术，其实这并不可取，过早进行手术或者
盲目延迟手术都是不明智的。手术时间过晚，对
运动功能的改善不仅效果不佳，而且患者的脑部
损伤也比较大，尽早手术能有利于患者身体各项机
能的恢复。

本报讯 记者从省公路管理局获悉，
因对G98 环岛高速公路南山段K276+
612和K277+142两处通道拆除重建施
工的需要，为保障工程施工期间行车安
全和施工安全，交警和公路两部门双方
计划于4月 15日至 5月 27日对G98环
岛高速公路K276+492 至 K277+300 段
（约 800 米）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
期间，封闭管制路段右幅（三 亚 往 乐
东方向），左幅（乐东往三亚方向）双
向通行。

省公路管理局温馨提示，途经管制
路段的车辆，届时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
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
挥行驶。

记者 沈丽焕 通讯员 陈长吉 陈倩

本报讯 经受了连续几日的“酷
暑难耐”，岛民终于可以对骄阳“放松
警惕”了。昨日，省气象局解除高温
四级预警。预计今日白天，受弱冷
空气影响，东方、昌江、白沙、儋州、
澄迈、定安、屯昌等市县大部分乡镇
最高气温将下降至35℃以下。 14
日夜间到16日，受弱冷空气影响，五
指山以北的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
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气温下降。17日到
18日白天，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
气温小幅上升。各预报海区风力5-
7级。

陆地天气预报:
今日白天：北部，多云，午后有雷

阵雨，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
33-35℃，中部，多云，午后有雷阵
雨，最低气温 22-24℃，最高气温
32-34℃，东部，多云，午后有雷阵
雨，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
32-34℃，西部，多云，午后有雷阵
雨，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
33-35℃，南部，多云，最低气温24-
26℃，最高气温33-35℃。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北部，多
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5-37℃，中部，
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33-35℃，东部，
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5-27℃，最高气温32-34℃，西部，
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2-24℃，最高气温35-37℃，南部，
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4-26℃，最高
气温33-35℃。

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北部，多
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34-36℃，中部，
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33-35℃，东部，
多云，最低气温25-27℃，最高气温
32-34℃，西部，多云，局地午后有雷
阵雨，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
35-37℃，南部，晴，最低气温 24-
26℃，最高气温33-35℃。

海洋天气预报:
今日白天：北部湾北部海面，多

云有雷阵雨，东北风5级，阵风6-7
级，北部湾南部海面、琼州海峡、本岛
东部、西部和南部海面，多云有雷阵
雨，东南风5级，雷雨时阵风6-7级。

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北部湾海
面，琼州海峡，本岛东部和西部海面，
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5级，雷雨时阵
风6-7级，本岛南部海面，多云，东南
风4-5级，阵风6级。

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北部湾
海面，琼州海峡，本岛东部和西部海
面，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5级，阵风
6级，本岛南部海面，多云，东南风4-
5级，阵风6级。 记者 刘柯娜

迎宾路（三亚湾路至凤凰路路段）机动
车道，实行分段式封闭半幅施工：

于4月16日至4月28日，进行路面病害
处理、铣刨沥青旧路面、摊铺沥青路面底层
施工；于5月13日至5月20日进行摊铺沥
青路面面层施工。

迎宾路（三亚湾路至学院路路段）两侧
非机动车道，实行分段式封闭半幅施工：

于4月16日至4月20日，进行病害处理
破除路面、恢复砼路面层施工；于4月25日
至5月12日进行铣刨、摊铺沥青路面施工。

迎宾路（学院路至吉阳大转盘路段）机
动车道，实行分段式封闭半幅施工：

于4月22日至6月7日进行路面病害处
理注浆、病害处理破除旧路面、恢复砼路面
层、铣刨沥青旧路面、摊铺沥青路面底层施

工；于7月4日至7月20日进行摊铺沥青路
面面层施工。

迎宾路（学院路至吉阳大转盘路段）非
机动车道，实行分段式封闭半幅施工：

于5月23日至7月3日进行病害处理破
除旧路面、恢复砼路面层、铣刨沥青旧路面、
摊铺沥青路面底层及面层施工。

金鸡岭路全段，实行局部小范围封闭
施工：

于5月25日至6月18日对病害处理破
除旧路面施工。

金鸡岭路全段还将实行分段式封闭
半幅施工，沿途支路口正常通行：

于6月13日至7月3日进行铣刨沥青路
面施工，于6月26日至7月15日进行摊铺
沥青路面施工。

道路千万条管制这几条

A 三亚迎宾路、金鸡岭路路面升级改造
4月16日至7月20日交通管制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三亚市交警部门获悉，根据三亚市住建部门工作
计划安排，迎宾路、金鸡岭路路面升级改造工程需进行占道围挡施工，为确
保顺利施工和过往车辆安全，2019年4月16日至2019年7月20日期间上述
路段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醒，待施工作业
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后，交通管制措施自动解除。 记者畅凯 B

G98西线高速南山段右幅
两处通道施工

15日起交通管制
车辆无需绕道

14日夜间-16日 阵雨送爽
受弱冷空气影响，五指山以北大部地区有

阵雨或雷阵雨，气温下降

关注·世界帕金森病日

专家建议：治疗要尽早
莫错过手术窗口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