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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24注，单

注奖金1040元；“排列3组选3”中1注，单注
奖金346元；“排列5直选”中1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全国中奖情况：“排列 3 直选”中
8656注，单注奖金 1040元；“排列 3组选 3”
中 7810注，单注奖金 346元；“排列 5直选”
中40注，单注奖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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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3090.63低：3050.03
高：3107.76收：3062.50
成交额：2890亿元
涨跌幅：-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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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3

涨跌：
-23.90

开：9775.95低：9597.09
高：9822.82收：9622.49
成交额：3567亿元
涨跌幅：-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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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钱进

海口 多云转雷阵雨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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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注，单注奖金
229553元。我省中奖情况：一等奖中0注；
二等奖中 4注，单注奖金 229553元。下期
奖池基金：53.8亿元。

晴转雷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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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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 月 24 日，我省有关部门接群众来
信，海南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以下简称：银
丰医院）涉嫌非法接种九价宫颈癌疫苗。省委
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并做出批示，要求深查
依法严处。省卫生健康委牵头会同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等部门进行了联合调查。经前阶段
查实：银丰医院在未获得疫苗接种资质的情况
下，非法开展九价宫颈癌疫苗接种，违规出借
科室对外合作，扰乱了医疗市场秩序。4月18
日当地卫生健康部门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相关法
律法规，着重对其作出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行政处罚，没收201496.8元违法所得
并处以8000元的罚款（详见备注 1）。药监部

门调查发现银丰医院使用的疫苗来源渠道不
规范，可能涉嫌使用假疫苗的情况，现正在进
行调查。

我们将秉承以人民群众利益为中心，以零
容忍的态度依法坚决打击侵犯群众权益的行
为，坚决维护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发展大局。
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成立由省卫生健康委、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公安厅等
部门组成专项小组，督导依法查处。二是由药
品监管部门组织查封银丰医院药品，以便彻查
疫苗来源情况。三是对银丰医院涉嫌使用的假
疫苗，药品监管部门将进一步查清违法事实，查
实后依照《药品管理法》给予顶格罚款。四是对
构成犯罪的，将移交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五是对在银丰医院接种疫苗的人员进行联系，
听取他们的意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六是
加大日常监管力度，由省卫生健康委和省药品
监督管理局增派监督人员进驻乐城先行区，指
导、协调、会同琼海市卫生健康委加强对医疗机
构的监管。在后续调查中，如发现其他医疗违
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进展情况
将及时向社会公告。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海南省公安厅
2019年4月28日

G98西线高速青岭隧道右幅5月5日起交通管制

三亚往乐东方向车辆需绕行
□记者 沈丽焕 通讯员 陈长吉 陈倩

本报讯 因维修施工需要，交警和公
路两部门计划于5月5日至9月25日，对
位于G98西线高速K308+530至K309+
670处的青岭隧道右幅（三亚往乐东方
向）实施交通管制。

管制期间，该隧道右幅将被封闭，三
亚往乐东方向的车辆需绕行，左幅（乐东
往三亚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

具体绕行路线如下：从G98西线高
速渔港立交下高速→G225海榆西线→
省道S313毛九线→G98西线九所立交
上高速。

海口双层巴士票价5元
24小时不限次乘坐

□记者沈丽焕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海口公交集体获悉，5月1日
至6月30日，双层旅游观光巴士5元24小时有效期内
不限次乘坐。

据了解，海口公交集团在旅游观光1号线上线试
运营“满月”之际，持续推出惠民福利，在原票价20元
5折乘车优惠的基础上，再享5折优惠，票价为5元24
小时一票制，5月至6月，市民游客通过投币、刷卡及
电子支付等方式均可享受乘车优惠。

□记者 沈丽焕 通讯员 朱珂倩

本报讯 伴随着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以下简称三亚机场）入境外籍旅客不断
增多，小语种翻译难问题直接影响了外
籍旅客的出行体验。为切实提高服务
水平与安检效率，三亚机场除了通过外
语培训等方式帮助员工提升外语水平
外，还在国际航站楼安检通道配备多国
语言翻译机，通过智能语言翻译机等科

技力量的融入，为外籍旅客提供实时翻
译服务。

据悉，即日起三亚机场国际航站楼
上线涵盖45国语言的翻译机，支持对话
实时互译，具有语音文字双向转换、录
音翻译、拍照翻译等多功能。启用多国
语言翻译机可实现工作人员与旅客之
间的面对面无障碍交流，使工作人员与
国际旅客间的交流更加便捷、准确，提
升了安检通行效率并有效降低投诉率。

三亚凤凰机场启用45国语言翻译机

为外籍旅客提供实时翻译服务

5月1日-3日
全岛降温降雨

□记者刘柯娜通讯员吴洁飞吴春娃

本报讯 记者昨日上午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
周前期海南全岛晴到多云，气温较高；中期全岛有阵
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
部地区的高温天气结束；后期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

陆地方面：今日，受西南热低压影响，全岛晴到多
云，其中西北半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各地气温较高，
西北半部地区36-38℃，其余地区32-35℃，最低气
温内陆地区22-25℃，沿海地区25-27℃。

5月1日-3日，受弱冷空气和低层切变线共同影
响，全岛将出现大范围的雷阵雨天气，其中五指山以
北地区雨量可达中雨、局地大到暴雨，个别地区伴有
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指山以南地区有小阵雨、
局地中到大雨。全岛最高气温29-32℃，最低气温
22-25℃。

5月4日-5日，全岛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高气
温西北部地区32-34℃，其余地区30-32℃；最低气
温内陆地区22-24℃，沿海地区24-27℃。

海洋方面：今日和5月4日-5日，各预报海区风
力5级、阵风6-7级。5月1日-3日，北部湾海面和海
南岛四周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9
级；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7级。

关于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
涉嫌非法接种九价宫颈癌疫苗
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的通报

1.关于琼海市卫生健康委行政处罚的说明。
（1）银丰医院未取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发的“预防接种”许可，擅自进行九价宫颈癌疫苗接种行为，违反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

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
（2）银丰医院出借医疗美容科给美伯门公司开展“医疗美容”等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依据《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由卫生行政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可以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3）银丰医院超范围执业，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

定：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的诊疗活动累计收入在三千元以上，处以三千元罚款，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2.截至目前，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具备九价宫颈癌疫苗接种资质的医疗机构仅博鳌超级医院和睦

家疫苗中心。自2018年4月28日以来，共接种18521针的接种服务，共有4348名客户完成半年三针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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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气
象局中国天气网、高德地图联合全国90
多家交通管理部门发布《2019五一出行
预测报告》，报告指出，自取消五一“黄金
周”以来，今年五一假期首次迎来调休4
天，将迎来出游高峰，其中广州、北京、苏
州是排名前三的热门目的地城市。

报告预测，广州的北京路文化旅游
区、北京的奥林匹克公园、苏州的平江历
史街区、深圳的鹤湖新居、上海的人民公
园、杭州的西湖风景名胜区、成都的春熙

路、南京的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天津的
意大利风情旅游区和西安的大雁塔文化
休闲景区在各自城市中的出游热度最高。

据预测，五一期间，北京市出程易拥
堵缓行的高速有G6京藏高速、G45 大
广高速、S12机场高速的部分路段，返
程易拥堵缓行的高速有G45大广高速、
G1 京哈高速、G6 京藏高速的部分路
段。预计5月1日出程10点到11点达
到拥堵峰值，5月 4日 16 点到 17点为
返程拥堵峰值。

机构发布“五一”小长假出行预测：

广州最热门北京苏州紧随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