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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海口
市发改委获悉，该委近日批复
了海口湾畅通工程（二期/美兰
区段）初步设计概算。

根据已审批的项目初步设
计方案，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甸
溪南北岸，其中北岸西起世纪
大桥、东至横沟河，长约5.2公
里；南岸东起横沟河、西至人民

桥节点公园西侧，长约2公里。
两岸全长约7.2公里。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海口湾两岸慢行通
道贯通、两岸防洪堤整治、两岸
道路交通整治、两岸景观环境
改造、两岸生态环境整治、两岸
配套设施建设及城市界面整治
等 。 项 目 概 算 总 投 资 为
33688.97万元。 记者 钟起的

海口湾畅通工程（二期/美兰区段）项目概算获批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海口
市发改委获悉，该委近日批复
了海口龙昆沟流域清污分流及
排水防涝工程（一期）初步设计
及概算。

该项目主要对龙华西路、
华海路、龙华路、蓝天路、西沙
路、椰林路、南宝路等7条道路

雨污水管道改造，道路总长约
5.41公里。同时改造道路范围
内的污水检查井、拍门、截流井
以及新建提升泵站1座。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排水工程、
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照明和绿
化工程等。项目概算总投资为
20676.66万元。 记者 钟起的

本报讯 销售免税商品时，免税品
导购应具备哪些操作规范？一只香糯
可口的粽子，应具备哪些制作技术？
近日，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免税品导
购和海南粽子制作，制定了职业能力
考核规范。

免税品导购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
范包括在免税店等免税商品零售终

端，运用免税商品的有关政策、专业知
识和沟通技巧，通过现场服务引导顾
客购买、促进免税品销售的能力。

海南粽子制作（儋州粽子）专项职
业能力鉴定内容包括对菱角粽裹绑技
术的考核。海南粽子制作（和乐粽子）
专项职业能力鉴定内容包括对虾粽裹
绑技术的考核。 记者 刘兵

本报讯 7日，海口市药品监
督管理局就零售药店的疫情防控
工作发布通知，督促药店严格落
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监管职责。

在督促药店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上，海口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要
求，一是员工身体状况排查到
位，凡是体温不正常的人员不得
上岗。二是防护措施到位，从业
人员营业时间必须佩戴口罩，规
范着装，每日早晚测量体温；店
内每日要对门把手、柜台、地面
等群众密切接触部位进行消毒
不少于 3次，并做好消毒记录。
三是防控宣传到位，药店必须在

入口处张贴省、市相关防控文件
和“温馨提示”，利用自有的显示
屏、喇叭、广播等工具，在营业场
所循环播放疫情防控知识及相
关要求。四是进店人员一律要
求佩戴口罩。五是购买退烧、止
咳类药品一律实名登记，严格落
实“扫码购药”制度。

海口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还要
求，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分
局、基层所要严格落实海口市防
控工作要求，加强药店监管，督促
药店做好防控工作。对防控措施
落实不到位的药店，予以警告并
责令整改。 记者 李波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海口美
兰区获悉，该区召开商贸系统疫
情防控部署工作会，要求进入农
贸市场、商场、超市等场所必须佩
戴口罩、测体温。

该区要求各市场、商场、超市
进场人员保持安全距离，注意个
人卫生，做好防护；经营场所每
个入口必须设置体温测试岗，安
排专人测量每位进场消费者体
温，并要求出入人员密集场所包
括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的市民

群众必须佩戴口罩；营业员必须
佩戴口罩，冷冻食品销售人员必
须佩戴手套；定时对经营场所进
行消杀，并在醒目位置记录消杀
台账；对所有进口商品外包装的
每一面实施消杀，重点做好温控
商品的消杀工作，在不影响商品
安全性和品质的前提下，消毒到
最小密封外包装；强化员工疫情
防控意识，加强员工培训，做好
个人防护。

记者 钟起的

另悉，海口市气象台昨日8
时28分变更寒冷黄色预警信
号为寒冷橙色预警信号：受强
冷空气影响，海口市最低气温
降至 9.7℃，预计气温继续下
降，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降至
8-10℃，并伴有5-7级大风。
此外，记者还从省气象台了解
到，8日6时01分许至16时许，

海南19个市县里，最低气温为
海口的7.8℃。

昨日夜间，澄迈、临高、琼
中、五指山、白沙、儋州、定安、
屯昌8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最低
气温降至7℃及以下，海口、文
昌、琼海、昌江、东方、万宁、乐
东、保亭8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最
低气温降至10℃。

海口药监局:

药店买退烧止咳类药品

实名登记

海口美兰区：

进入农贸市场商超
须测体温戴口罩

我省将免税品导购和海南粽子制作

纳入职业能力考核

相关新闻

周末气温继续走低
阴雨还要持续几天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气象部门获悉，省气象局昨
日17时10分继续发布海上大风四级预警，17时30分继
续发布寒冷三级预警。11日夜间到13日白天，受强冷
空气影响，本岛各地的最低气温继续下降，大部地区晴
到多云，各预报海区风力6-8级。海口9日白天，阴天间
多云，最高气温14℃。 见习记者 林鸿晖

海口昨日最低7.8℃

今天白天，北部，阴天间多
云有小雨，最低气温6-8℃，最
高气温13-15℃；中部，阴天间
多云，局地有小雨，最低气温6-
8℃，最高气温13-15℃；东部，
阴天间多云有小雨，最低气温
8-10℃，最高气温14-16℃；西
部，阴天间多云，最低气温6-
8℃，最高气温15-17℃；南部，
阴天间多云，最低气温 12-
14℃，最高气温18-2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
部，阴天间多云，最低气温7-
9℃，最高气温16-18℃；中部，
阴天间多云，局地有小雨，最低气
温7-9℃，最高气温15-17℃；
东部，阴天间多云有小雨，最低气
温 10- 12℃，最高气温 16-
18℃；西部，阴天间多云，最低气
温7-9℃，最高气温18-20℃；

南部，阴天间多云，最低气温13-
15℃，最高气温19-2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
部，阴天间多云，最低气温8-
10℃，最高气温 16-18℃；中
部，阴天间多云，局地有小雨，最
低气温8-10℃，最高气温15-
17℃；东部，阴天间多云，最低气
温 11- 13℃，最高气温 16-
18℃；西部，阴天间多云，最低气
温8-10℃，最高气温18-20℃；
南部，阴天间多云，最低气温
13-15℃，最高气温19-21℃。

11日夜间到13日白天，本
岛各地的最低气温继续下降，大
部地区晴到多云。

13日夜间到15日，本岛东
北部地区阴天有分散小雨，其
余地区多云，各地气温逐日回
升。

下周最低气温还要降

海口龙昆沟流域清污分流及排水防涝工程（一
期）项目初步设计获批

概算总投资3.3亿

概算总投资2亿

海口

三亚

多云
8℃-13℃ 东北风3-4级

多云转阴
12℃-19℃ 东北风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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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开彩

中奖情况：“4+1”中
0注；“定位4”中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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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4+1

800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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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一
等奖中0注；二等奖中1
注，单注奖金88117元。
下期奖池基金：1.32 亿
元。

排列三 排列五

21008期

76 4

846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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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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