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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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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5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3
组选 3”中 0注；“排列 5直选”中 29注，单注
奖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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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3203.56低：3156.61
高：3210.65收：3201.61
成交额：2784.11亿元
涨跌幅：+0.09%

深
成
指

+111.61

涨跌：
+3.02

开：10162.38低：10023.91
高：10239.37收：10236.27
成交额：3738.53亿元
涨跌幅：+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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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钱进

海口 晴
26℃-36℃ 微风

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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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

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5注，单注奖
金 1000 万元；二等奖中 215 注，单注奖金
198355元。我省中奖情况：一等奖中0注；
二等奖中 2注，单注奖金 198355元。下期
奖池基金：55.1亿元。

晴转多云
26℃-33℃ 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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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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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27 日，“绝色莫文
蔚”世界巡回演唱
会 2019 海口站将
在五源河体育场举
行。为确保演唱会
期间海口道路交通
安全畅通，有效缓
解长滨路及周边道
路交通压力，全力
保障观演市民公交
出行需要，海口公
交集团在秀英区、
龙华区、琼山区、美
兰区共设置 12 个
免费公交专线接送
点和远大购物广
场、阳光丁香园、五
源河公寓3个免费
公交摆渡点，演唱
会当天观演市民可
在各点免费乘坐公
交车抵达五源河体
育场。

此外，市民还
可投币乘坐五源河
体育场周边28路、
28路快、35路、37
路、37路快、40路、
40路快、92路、94
路、210路等常规公
交线路到五源河体
育场周边公交站点
下车，免费换乘摆
渡车或步行抵达五
源河体育场。

记者 沈丽焕

据了解，项目服务对象为我省户籍18周
岁及以下听力障碍患者。2019年计划为150
名患者提供听力障碍诊断服务；为10名患者
提供人工耳蜗植入（含人工耳蜗+处理器+住
院费用+术后调机和听力学评估）；为35名患
者验配助听器（含助听器和验配服务）；为
200名患者提供听力与言语康复服务。

诊疗定点医疗机构为：省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医院、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三亚市妇幼保
健院负责提供听障患者的诊断服务、项目救
助对象的人工耳蜗植入、验配助听器。原则
上东北部市县（海口、三沙、琼海、万宁、文昌、
定安、屯昌、澄迈）由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
院提供诊疗服务；西部市县（儋州、洋浦、东
方、临高、白沙、昌江、琼中）由海南西部中心
医院提供诊疗服务；南部市县（三亚、五指山、
乐东、陵水、保亭）由三亚市妇幼保健院提供
诊疗服务。患者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愿选择
服务机构。

听力与言语康复定点医疗机构为：省妇
女儿童医学中心、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院、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三亚市妇幼保健院等机
构负责听力与言语康复救助服务。各市县妇
幼保健机构应当逐步建立完善儿童康复科，

具备服务能力的机构可以申请承担辖区内听
力与言语康复工作。

据悉，项目工作主要依托“海南省听力障
碍患者康复救助项目信息系统”（以下简称项
目信息系统）进行流程管理和数据统计，选择
合适对象提供服务。各市县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指定本地区项目管理单位，由其负责项目
实施工作，通过“新生儿听力筛查项目”和社
会组织动员等方式，搜索辖区内符合条件的
听力障碍患者，填写项目救助申请表，将信息
录入项目信息系统，联系定点救助医院预约
转诊，并在预约转诊一周内进行随访催诊。

定点医疗机构对转诊患者进行诊断，并
录入项目信息系统；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按我
省相关政策执行；经临床诊断符合本项目治
疗或康复临床指征纳入标准（参照2018年项
目标准）的患者，由其监护人在定点医疗机构
办理救助申请。各定点医疗机构在收到审核
结果反馈后，应积极安排治疗和康复工作。
各市县项目管理单位为救助对象建立随访管
理档案，随访时间分别在治疗后或康复开始
后满1月、3月和6月，主要了解患者治疗与康
复情况、催诊和提高患者依从性；特殊情况相
应增加随访次数。

五源河体育场大型活动公交车保障明细表
全市区域
秀英区
（A入口）

龙华区
（C入口）

琼山区
（D入口）

美兰区
（B入口）

摆渡车

乘客上落点
秀英区政府
万达广场

长流镇政府
龙华总站
农垦总局公交站
万绿园南门
红城湖公交车站
高铁东站

府城中学

国兴大润发
海大北门对面公交站

钟楼公交站
远大购物广场

阳光丁香园

五源河公寓

行车路线
秀华路-秀英大道-海秀快速路-长滨路-五源河体育场
海榆中线-南海大道-永万路-海秀快速路-长滨路-五源
河体育场
海盛路-长滨路-五源河体育场
龙华路-海秀中路-海秀快速路-长滨路-五源河体育场
秀垦路-海秀路-海秀快速路-长滨路-五源河体育场
滨海大道-长滨路-五源河体育场
环湖路-国兴大道-海秀快速路-长滨路-五源河体育场
龙昆南路-道客路-国兴大道-海秀快速路-长滨路-五源
河体育场
中山北路-海府路-国兴大道-海秀快速路-长滨路-五源
河体育场
国兴大道-海秀快速路-长滨路-五源河体育场
海甸五西路-世纪大桥-龙昆北路-海秀快速路-长滨路-
五源河体育场
长提路-滨海大道-长滨路-五源河体育场
往：长滨东二街-长滨路-五源河体育场
返：长滨路-长滨东五街-长滨五路-长滨东二街
往：长滨东四街-长滨路-五源河体育场
返：长滨路-长滨东五街-长滨四路-长滨东四街
往：长滨东四街-长滨路-五源河体育场
返：长滨路-长滨东五街-长滨六路-长滨东二街

经停站点
十四中学、秀英小街
国科园

海垦广场
凤凰新村、滨濂村
海口港、假日海滩
新海航大厦
省妇幼保健院

琼台师范、五公祠

国瑞城
景瑞大厦

君逸酒店、海口港

直达

备注：1.4月27日17：30开始检票入场，19：30开始演出，22：20演唱会结束。
2.专线车下午16：50开始发车，摆渡车17：00发班，均至活动验票进场完毕，收班为全部观演人员疏散完毕。
3.具体发车时间和发班间隔各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把握。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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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可免费乘公交
去看莫文蔚演唱会
请记住这12个接送点和3个摆渡点

专线车 往程 16：50开始发班，发班间隔为10分钟/班；
返程 22：20至观演市民疏散完毕，发班为灵活调度。

摆渡车 往程 17：00至验票进场完毕；
返程 22：20至观演市民疏散完毕，滚动发班。

乘车时间

保障时间

2019年4月27日（周六）

每人每学期
2900元

我省重新核定部分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
□记者 钟起的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
悉，该委和省财政厅、省教育厅重新核定
了省机关幼儿园、省直属机关第二幼儿
园保育教育费（以下简称“保教费”）收费
标准。

据了解，省机关幼儿园（省示范园）、
省直属机关第二幼儿园（省示范园）保教
费收费标准为2900元/人·学期。服务
性收费、代收费的项目和收费标准按有
关规定执行。

保教费标准按照“新生新办法，老生
老办法”的原则执行。保教费按学期收
取，不得跨学期预收。幼儿缴费后未入
学或因故退（转）园的，幼儿园应当根据
已发生的实际成本情况，退还幼儿家长
部分预收的费用。幼儿园收取的保教
费，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海南省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通过非税系统征
缴，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上述收费标准自2019年秋季入学
起试行2年。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
一致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教育
卫健

395人将告别“无声世界”
我省启动2019年听力障碍患者康复救助项目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卫健委获悉，2019年海南省听力障碍患者康
复救助项目启动，该委将进一步完善我省听力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和
管理的一体化服务网络，预防因聋致哑，减少我省新增的聋哑儿童。

记者 钟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