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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 通讯员$% &'(

"!"月!#日#儋
州边防支队摧毁一个盗窃通信电缆
的团伙# 破获$%宗盗窃通信电缆案$

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等已被批捕$

%"!%年春节刚过# 警方陆续接到
移动通信电缆被盗警情#且窃贼难抓$&

月'日晚#民警在红洋街水利沟附近#发
现有人正在盗电缆#于是下车追捕$ 在
!""余村民帮助下#将黄某等抓获$经审
讯# 黄某等如实交代了$%宗盗窃事实$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 !',-!./0$123456

!"#789&:;<=!"#$%&'()*$+,

!>#?@AB?+:C!-.&/01,

DEFGHC2

)*+

!"#

,-./01234567

,

%IJK:C234567,

LM!:;<=289:$;<=,

NO:C2>?@ !ABC101"

PQR

南山药行
"D'E/F")GHIJ"##

S>T:UV)$%*+ #$ 2WVX&Y % Z$[\!.] &6

S>T:;^_`=2"K@LEMNOPQRGIJ,

ab#cd+eC2ST@ $AUVWXY/HIJ,

fg'(

志明药店
2Z[Y/IJ,

h$R

医药中心商场
2\]6 !%A,

广安大药堂琼海第一超市
2̂ _`abcdefg

iQR

医药公司第二门市
!hij@g

*jR

爱民药店
!kl@mnIJg

!>L:#)Gk,_lm6

!>Ln:,o2op@ &%'!A)*qg

78R

蓝光药店
2rstu=g

QpR

仁和药店
(v@n1wg

qrR

仁和参茸大药房
)x-"@g

stR

万康园药店
)yz@g

uvR

东联大药房
2x{|@}~��?HIJ��@�,

wxR

万城千济民康药店
)

百年华康药店
2�����*�Y�?IJ,

?@!>#cdy-:C)AB+ *+, 'z{q|}]6

?@R

源安隆药品超市
2�Z@�����&/01 *�������&/ +,

长春药行
2̂ �6 ,A, )

保健堂药店
2̂ �6 !%A,

保康药店
2̂ �6 &!A, )

健民药店
2E�6 $-A,

源春药店
2��@ .-,A��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内免费送货

----./*,

抢购
热线

每天喝两杯热腾腾的野生全松茶，被认为对高血
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康复非常有利。并能大
幅减少药物对身体的损害。
有人形容吃野生全松就是“吃树叶、啃树皮”，

因为野生全松的主要成分，是五种寿命超过千年的
寿星树的树叶和树皮，野生全松具有极为独特的生
物活性，其对血液和血管免疫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野生的全松能溶解血管里的脂肪和胆固醇，能

解开红细胞与血小板的聚集，让红细胞变年轻，血
液轻松畅快的在血管里流动。他还能让坏死的毛细
血管“起死回生”。给高血压、心脑血管患者人带来
意想不到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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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每天吃点喝点全松，就
能赶走浑身上下这么多疾病和不适，第一次听到的
人都不愿相信，不敢相信。但事实就是这样，这是
美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包括北京上海等多的
消费者的真实体验。可以这么说，每个服用全松的
人都是从怀疑开始，一点点体验它的好处，最终心悦
诚服，成为全松的终身益者和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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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患者，可多吃同济野生全松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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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车本是肉包铁
骑车一族当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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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月!)日#在江苏高
邮市龙虬集镇#一名*"多岁妇女#在接
上晚自习后回家的孩子时# 驾驶电动
自行车摔倒#再也没有起来#丢掉了性
命$经当地警方调查#倒地妇女因为晚
上气温比较低# 她反穿了一件质地较
厚的棉质外套# 成为该女子送命的一
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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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市民会发现# 与内地市民反
穿衣服挡风不同的是# 海南因为常年

太阳高照#不少市民反穿衣服防晒$ !)

日#记者在海口街头多次随机蹲点#不
足#分钟#便遇到约%"位反穿衣服的电
动车车主#这类人群多位女性#也有极
个别青年男子$

记者留意到# 反穿衣服的电动车
车主# 不少衣服的两个袖子都在手臂
中央#衣服全部挡在腿上#为手臂和腿
部遮阳#但手臂却因此无法自由打开$

有的市民#还反穿着衣服#在身前身后
分别搭载着孩子#在过马路时#有电动
车挡路#她并不能顺利扭转车头避让#

而是只能紧急刹闸#原地等待$

在南沙路现代花园小区门前#记
者拦下一位反穿白衬衫的王女士$ 她
告诉记者#她这样穿主要为了防晒#虽
然在开车过程中#双手不够自如#但并
不影响她整体驾驶电动车$ 当记者告
诉她# 有人骑电动车因反穿衣服而丧
命时# 她仍不认为反穿衣服骑车存在

隐患#她诧异地反问%&不会吧' 反穿衣
服能有这么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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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反穿衣服骑电动车的现象#

在海口博爱路从事电动车维修多年的
刘师傅感触特别深$ 他告诉记者#维修
电动车过程中# 确实有车主因为反穿
衣服造成驾车时反应不及而摔倒或者
发生事故#造成车坏人伤的后果$

&绑住双手骑电动车#你说安全隐
患大不大' (谈到此种现象的危险#刘
师傅形象地说$ 他提出#目前海口电动
车数量庞大#骑电动车行驶在道路上#

需要驾驶者动作反应敏锐# 以躲避一
些突发情况$ 反穿衣服#让双臂不能自
由伸张#甚至无法全方位打开双臂#这
便造成最大的隐患$

另外#骑车人突然摔倒时#出于本

能# 双臂会向前方或两边扩张伸出#支
撑地面保护身体$ 但反穿衣服使得双臂
伸展舒张受到限制#往往导致自身处置
不力或瞬间处置动作不到位#导致没能
够到位地完成支撑身体保护头部等动

作#一旦发生事故便造成较严重后果$

据道路执勤交警介绍# 虽然反穿
衣服不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但基于对
自身的安全# 市民还是不要反穿衣服
驾驶电动车#确保安全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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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金九银十(#每年的&)!"

月份# 各企业将迎来新一轮招聘高
峰$ !'日#记者从海口市人力资源市
场了解到#!"月!&日# 海口市%"!%年

商贸企业大型专场招聘会#将在海口
市人力资源拉开序幕$ !"月!&)%")%$

日连续三场招聘会将有近#""家企业
参会#提供超过!""""多个岗位#参会
企业中商贸企业多达)"+$

据悉# 一些名企给出了优厚待遇#

如% 琼洋日化招聘管理岗# 年薪#到!"

万*真棒酒业招聘区域经理#年薪!"万
以上*友谊商城招聘副总#年薪!"万以
上等#相信会有求职者觉得很给力$

本次招聘会,企业与求职者全部免
费入场#海口人力资源市场位于蓝天东
路南侧嘉华路%号金桃苑首层# 求职者
可乘!*)%')**)*')$!)#%路公交车#在
南宝商场或民生市场站下车即可$

!"#$

!"

%

!#

&'

!记者 :

;

"市民购买加笼坪放养土鸡蛋更方
便了+ !'日#澄迈加笼坪放养土鸡蛋
金龙新村专卖店正式开业#市民在家
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出炉的土鸡蛋$开
业期间#加笼坪土鸡蛋还推出特惠酬
宾#土鸡蛋仅售%-#元.枚#买!"枚送%

枚#办理会员卡更有惊喜优惠$

据了解#加笼坪土鸡蛋金龙新村
专卖店位于南沙路金龙新村!"!/铺
面#这是继天骋康都海口销售中心开
业后#加笼坪土鸡蛋在海口的第二家
分店$ &选择在南沙路这样拥有大型
成熟社区的地段开店#就是希望让加
笼坪土鸡蛋走入寻常百姓家#让消费

者能够更方便地购买到原生态的土
鸡蛋$ (土鸡蛋销售经理汪霞说$

!'日上午#记者在土鸡蛋金龙新村
专卖店看到#前来选购土鸡蛋的市民络
绎不绝$&刚好买菜回家#看到这里有家
卖土鸡蛋的店开业#就过来看看$ %块#

一个#可不便宜#但只要是真正的放养
土鸡蛋#值这个价格$(家住南沙路的市
民王阿婆说$ 经工作人员介绍#王阿婆
当场决定买一盒回去尝一下$

市民符女士是加笼坪土鸡蛋的
老顾客了$ &上个月#我买过一次这种
鸡蛋#回去一吃#儿子说不错#那我就
接着买喽$ (符女士说#她比较过#土
鸡蛋虽然个头小#但蛋黄偏大#而且

蛋黄与蛋清粘性好#有明显的堆头$

汪霞也向消费者介绍了鉴别真
假土鸡蛋的简易方法$ &真正的土鸡
蛋大小各异#磕开后#蛋黄颜色各不
相同# 可以把一根牙签插在蛋黄上#

牙签不会倒*煮熟剥壳的鸡蛋用手捏
扁#蛋清部分都不会破开$ (汪霞说#

其他冒牌土鸡蛋达不到这样的标准$

&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加笼坪放
养土鸡蛋#前段时间#我们在海口置
地花园)京江花园举行了土鸡蛋进社
区活动#都取得了不错反响$ (汪霞
说# 为庆祝金龙新村专卖店开业#他
们现在推出了特惠酬宾活动#土鸡蛋
仅售%-#元.枚#买!"枚送%枚*办理会

员卡#充值!""元送%"元#充值#""元
送!%#元#充值!"""元送*""元$

加笼坪土鸡蛋为什么与众不同0

据介绍# 加笼坪放养土鸡养殖基地位
于澄迈加笼坪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

周围几十公里以内没有城镇和任何污
染$ 食物以谷物为主#辅以嫩草)小虫#

这些都是&绿色食品(#不同于笼养蛋
鸡为提高产蛋量而喂多种配方饲料$

加笼坪土鸡采用放养方式#生活
空间大#发生疫病可能性低#不需要
使用各类药物预防或治疗$农业部食
品质检中心是我国权威检测机构#共
检测加笼坪鸡蛋%!项指标#&加笼坪(

土鸡蛋每项指标都远远低于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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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万一#琼海陈先生在价值万
元的摩托车上装了123定位系统$ !'

日上午'点#在发现车辆被偷后#利用
123定位#他在定安县城发现了被偷车
辆$他立即报警#!'日!!点#定安警方将
偷车嫌犯抓获$ 目前#此案已经移交琼
海警方#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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