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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降至#为回馈广
大读者对南国都市报的支持#现免
费赠送$%%张变形金刚展门票#只
要你有"$岁以下的孩子#就能来抢
票$ 想在新年一睹变形金刚们的威
武身姿吗% 快拨打本报抢票热线&

&&'(%'&$'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月'日#记者提前探秘变形金
刚展#巨型变形坦克(大黄蜂(擎天
柱#每个深受刚丝们喜欢的变形金
刚都来到了海口' 展览有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仍在布展#等开馆后#灯
光音效加上变形金刚的魁梧身躯#

一定会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
受' 据了解#布展将持续到"月""日#

请读者和)刚丝*们一起期待变形金
刚的横空出世吧$

此外#本报举行的抢票活动将
从"月"%日上午*点开始抢票#抢
到票的读者们#请在)月)+日之前
将票领取' 具体取票地点在您抢
票成功后#工作人员将会告知你'

据了解#本次)变形金刚机器人

动漫展*是近年来举办的最大规模
变形金刚展览盛事#也是该展首次
登陆海南' 展览还将举办变形金刚
手工制作大赛(拼图大赛以及)我
与变形金刚*征文大赛#播放+变形
金刚,系列经典电影等活动'

本次 )变形金刚机器人动漫
展*将在)月)$日开始展览#持续到
$月)$日' 展出票价共分三种&儿童
,-元.张#成人/%元.张#三口之家套
票)%%元.张' 咨询( 订票热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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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金刚
机器人动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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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宝贝龙年宝贝

PQRS>TUVWX

>TYZ[\]^_`$$$!%a[

!"#$

!

%

"

&'

!记者!"#实习生$%

&

"龙年宝贝太火爆啦$ 活动信箱和南国都市报的
官方微博一直源源不断地接收着宝贝们的报名信
息#为给工作人员制作投票页面#以及宝贝的亲友
团们更多的投票时间#现活动报名截止日期提前至
)月)$日零时#请宝贝们抓紧时间报名哦$

目前投票页面仍在忙碌地制作中#尚未开启投
票#请亲友团们关注本报#一起支持最喜爱的宝贝$

无论你家小宝贝属哪个生肖#只要你家的宝
宝在%0&岁之间#就能来报名参加$ 届时将通过
新浪微博开通专题页面#进行网上投票'

"5>?@A#

!

'

!"

()*

"5BC# 34"5#

#

+,-./ !01"

$%%&'(()*+,-./-0(1234,"5!!

#$<="5#234

5

,+12677!#!78./-0

%

"5DEF#6789:;<&=>?@AB

;&CD'67EF(GHI'(JKLM)?;<E

N$OPQRSTU66VWIXY&Z[/EP

\]KLMQR*

GHI5#^9_

JKL%#

"5!!

I

9

'

6

(

可爱的黄子洋 )小盆友*

六个月了$ 小名叫毛小小#圆
圆的小脸#一看就让人喜欢'

虽然可爱宝贝还不会说话#

每天依依呀呀逗得全家充满
欢声笑语' 毛小小最喜欢欣
赏自己的小脚丫# 有时候抱
着舍不得松手# 像个小熊猫
一样可爱' 还喜欢听大人给
她唱歌# 认真的表情让人忍
俊不禁' 爸爸妈妈祝愿毛小
小龙年快快长大#快快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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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熊猫一样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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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省妇联主席刘锦与相
关部门负责人到定安县看望慰问)两
癌*贫困妇女#并送上救助慰问金' 截
止目前#省妇联共投入1&2+万元#帮助

海口(三亚(定安等(-个市县)两癌*贫
困妇女解决困难'

$-((年以来#省妇联争取贫困母亲
)两癌*救助专项基金('万元#为项目市
县('名特困)两癌*妇女每人救助(万元-

从专项经费中拨款/-3+万元#对$--*年1

月以来确诊的$'"名)两癌*贫困妇女给
予术后营养补助-最近#安排'万元送温
暖' 截止目前#省妇联共投入1&3+万元#

帮助)两癌*贫困妇女解决实际困难'

!"'我省第一家市县数字化
城市规划馆在屯昌县投入运营#效
果显著# 为当地带来巨大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建成一年#吸引了大批游
客(投资商前来参观#通过该窗口#了
解屯昌投资项目的房地产商近$-家#

$-"-年和$-""年吸引外地投资$-亿
元#受到了省领导的表扬'

据屯昌县住建局局长曾繁祝介
绍# 自从屯昌决心投资建设我省第
一家城市市县数字化展馆后# 明显

带动了投资' 屯昌数字化城市规划
馆是我省市县首例# 该馆$-"-年底
开始建设#$-""年"月/日正式建成'

最大特点是把屯昌)一城三区*未来
"-年功能一目了然地展示出来#使
外地投资商看了放心(安心#对投资
信心大增' 海南红盘广告有限公司
负责人吕庆臣介绍#建数字化展馆#

一次性花钱#省去很多广告费#对促
进当地经济# 带动投资具有很大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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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日前#关于)法国454公司劣质隆
胸假体致癌* 的疑云引起隆胸女性
的担忧' 海南有没有女性朋友使用
法国454假体隆胸呢% 您使用的隆胸
假体有否安全担心呢% )-日周二下
午,0+时#海南现代妇婴医院医学整
形美容主任( 李保锴教授将做客本
报)名医会客厅*#在线与读者朋友
交流假体隆胸安全问题' 如果您对

假体隆胸心存担心或疑问# 请致电
&&')-)'&与李保锴教授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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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几年级了6* 在新盈镇南堂村王金
换家中#临高县委副书记(县长郑柏安
亲切询问#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近日

临高县组成慰问组#深入新盈镇南堂
村(昆社村(清雅村(头咀村(新盈墟
等村贫困群众家中# 送去关怀和慰
问#让他们过上温暖的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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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县城区红绿灯及
电子警察系统于*日零点正式启用#标
志着临高县从此告别了单纯依靠人工

指挥交通#告别没有红绿灯的历史'此
次启用的红绿灯及电子警察路口有三
个&建行路口(水务局路口和临海路农
业局路口' 其余路口将陆续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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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由团省委等共同举
办的海南青年文明号 )践行文明承
诺(奏响青号乐章*文明实践活动暨
海南青年文明号服务周活动在三亚
启动#时间为(月*日至(/日' 随后#

海关(移动(电网等行业!系统"青年
文明号为三亚吉阳镇安罗村困难群
众送去大米(食用油等年货'

*日#文昌(定安等市县团委也纷纷
组织辖区青年文明号集体开展关爱孤
寡老人及农民工子女的送温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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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海南流行音乐制作
人田丰将携弟子献唱中铁子悦薹.#-(#三
亚市天涯候鸟春节大联欢# 将为三亚市民
带来他的全新力作+海南欢迎你,'

据了解#田丰为海南流行音乐制作人#

(**,年来到海南# 此后的('年# 他扎根海
南(全身心投入海南流行音乐事业#创作了
众多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作品# 其代表作
有+花蝴蝶,(+如果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

+香烟爱上火柴,等#并为海南度身打造了
+大海之南,(+海口恋歌,(+文笔峰,(+美丽
三亚美丽海洋,等歌颂海南的歌曲'

#-(-年(月(1号#即海南国际旅游岛
新闻发布在北京举行后的第(-天# 田丰
在海南亚洲国际大酒店隆重发布歌曲

+大海之南,# 以实际行动支持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 +海南欢迎你,是田丰继+大
海之南, 后的又一呕心沥血之作# 田丰
说#他希望用+海南欢迎你,这首歌唱出
海南对世界的友好邀请'

时隔两年##-(#年(月(1日# 田丰将
携弟子来到中铁子悦薹.#-(#三亚市天
涯候鸟春节大联欢的舞台# 为大家带来
+海南欢迎你,#这将是一次闯海人与)候
鸟*人的心灵碰撞#两者同样非海南人但
生活在海南#并且深爱着海南#相信两个
有着共同点的群体一定会在歌声中产生
意想不到的火花#让我们共同期待(月(1

日田丰领衔的)大海之南*音乐团队的精
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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