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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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排
列 5直选”中 0注。全国中奖情况：“排列 3
直选”中5965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3
组选 3”中 0 注；“排列 5 直选”中 228 注，单
注奖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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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2905.07低：2892.17
高：2921.41收：2903.71
成交额：2026亿元
涨跌幅：-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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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3

涨跌：
-35.50

开：9112.52低：9059.32
高：9191.07 收：9103.36
成交额：2635亿元
涨跌幅：-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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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钱进

海口 小雨转多云
25℃-35℃ 微风

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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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

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29注，单注奖
金 1000 万元；二等奖中 212 注，单注奖金
111076元。我省中奖情况：一等奖中0注；
二等奖中 1注，单注奖金 111076元。下期
奖池基金：49.8亿元。

多云转雷阵雨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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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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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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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初为人母，本是值得喜悦的事
情。但有的妈妈在生完宝宝后，却开始出现情
绪低落、易怒易躁、悲观绝望等现象，严重的
甚至会做出伤害自己和孩子的举动。专家提
醒，这些现象是产后抑郁症的表现，多见于妊
娠期到产后一年内，家人对此应予以理解并
尽早干预。

据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副主
任医师卢瑾介绍，约有50%到85%的产妇会出
现产后精神不良，其中10%到15%会患上产后
抑郁。产后抑郁的原因较为复杂，包括既往抑
郁病史、产后激素分泌失调、围产期经历生活应
激事件等。

家人的不理解，往往会加重新生儿妈妈的

不良情绪。“每次想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家
人就会说我想太多，太矫情。”确诊了产后抑郁
的王女士表示，意志消沉的状态在自己生小孩
后持续了几个月，“觉得没有精力带孩子，容易
受刺激，丈夫却认为我在无理取闹。”王女士说。

“在轻度到中度的围产期抑郁非药物治疗
中，伴侣给予的感情和行动上的支持非常重要。”
卢瑾同时指出，如果没有对产妇进行正确的问
诊，大多数的产后抑郁病例可能会被漏诊。“许多
妈妈抗拒到精神科看病，存在对产后抑郁的歧视
和病耻感，这也是治疗中面临的阻碍”。

专家建议，在出现长期无法缓解的抑郁临
床表现后，应尽早进行产后抑郁筛查，配合心理
干预、互助小组、运动、按摩等非药物治疗。

宝妈易怒或非“无理取闹”

专家提醒：产后抑郁越早干预越好

□记者苏钟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海口市政府了解到，为

切实保障生猪及其产品充足供应，海口市猪肉
“点对点”销售点已增至134家，单日生猪供应量
达1253头。市民可就近购买放心猪肉。

海口猪肉“点对点”销售点增至134家

本报讯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我省成品油价今起下调。调整后，我省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92#汽油8.20元/升，95#

汽油8.71元/升，0#柴油6.81元/升，分别下调0.06元/升、0.06元/升、0.07元/升。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新闻发布中心5月13日公布的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信息，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每

吨均降低75元。省发展改革委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调整我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自5月13日24时起执
行。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4.94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6.86元/公斤）调整为
4.89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6.80元/公斤）。 记者钟起的

我省成品油价下调
92#汽油每升降0.06元

说明：1.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
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2.执行国家标准《车用汽油》
（GB17930- 2013）和《车 用 柴 油》
（GB19147-2013）中符合车用汽柴油
（V）的技术要求。

3.表中每升汽油含 1.05 元车辆
通行附加费，0#柴油未含车辆通行附
加费。

我省车用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升）

品名 价格 调整前 下调金额
92#汽油 8.20 8.26 0.06
95#汽油 8.71 8.77 0.06
0#柴油 6.81 6.88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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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
中后期全岛多云间晴，北半部局地午后有雷阵
雨，气温较高。

陆地方面：今明两天，受偏南气流影响，全岛
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全岛最高气温32-
35℃，最低气温中部地区22-24℃，其余地区
24-27℃。

16日-19日，受西南气流影响，全岛多云间
晴，北半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小幅上升。
最高气温西北半部地区34-37℃，东南半部地区
32-34℃；最低气温中部山区22-24℃，其余地
区25-27℃。

海洋方面：今日-19日，各预报海区风力5

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9级。
省气象部门本周农事建议，近期全岛多有效

降雨，橡胶可适当增加割胶力度，提高产量；成
熟的荔枝、龙眼等需及时采摘，提高产值；东部
成熟期水稻应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进行收割、晾
晒。

省气象部门本周增雨作业建议，今明两天，
受偏南气流影响，全岛增雨作业条件一般。16
日-19日，受西南气流影响，本岛北半部局地午
后对流活跃，增雨作业条件较为理想。建议气
象干旱为中旱的东方和气象干旱为轻旱的海
口、临高、昌江等市县，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抢
抓有力时机积极开展增雨作业。

省气象部门提醒，打雷的时候不要站在树底
下，不要玩手机，也不要游泳，要做好防雨防雷
措施。

琼岛本周前期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中后期气温较高

注意！“高温君”马上又要“杀”回来啦

□记者刘柯娜
通讯员 吴洁飞 吴春娃

本报讯 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昨
日开始恢复平安科目二考场的驾考，该
考场一天可容纳300人参加考试。目
前，儋州市车管所已在互联网站投放科
目二考试计划，如需参考的考生可通过
上互联网自主预约、驾校预约、车管所互
联网中心预约等三种方式报名参考。

此外，儋州科目一和科目三考场的
网络已经搭建完成，正在加速对省交
警总队提出的整改意见进行整改和
设置考试路线道路标识，完成整改和
考试路线标识设置工作后，省交警总
队将组织第二次验收，通过验收后将
开考。

儋州恢复
驾考科目二

考场一天可容纳
300人考试

据新华社电 移动互联网和无现金
支付方式愈发普及，给生活带来便利，也
隐含着一定风险。陕西省公安厅相关负
责人10日说，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电信
网络诈骗案的分析来看，网络购物冒充
客服类诈骗、机票改签类诈骗、冒充领导
和熟人类诈骗等三类案件数量有所上
升，提醒群众擦亮眼睛、加强防范。

以“网络购物冒充客服类诈骗”为
例，不法分子通过微信或其他网络社交
工具，以兜售低价商品为诱饵，待当事人
支付购物款后，就将当事人拉黑。或是
冒充电商平台客服人员，以商品出现异
常需要退货为由，发送虚假链接或二维
码，在不知不觉中将被害人银行卡中的
钱款转走。

在“机票改签类诈骗”中，不法分子
发送短信或打电话联系当事人，以飞机
因故不能起飞为由，要求当事人改签机
票，或提出赔偿、退款，引诱当事人提供
银行账户等信息实施诈骗。而在“冒充
熟人领导诈骗”一类的案件中，诈骗者冒
充当事人的领导或亲友，以自己手头紧
或需要疏通人际关系等各种理由借钱，
要求被害人转款。

群众投资理财、网上购物、网上交友
婚恋，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凡是
涉及资金问题，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多和
家人、朋友商量，也可向公安机关咨询。

小心这三类
电信网络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