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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台风
“塔拉斯”擦肩而过

昨 21时08分 恢复开行

粤海铁进出岛列车也将陆续恢复运行

供电 信息

粤海铁

万宁大部分地区
16 日夜间恢复送电
16 日 16 时，南方电网万宁供
电局应急办主任冯启俊介绍，受
第四号台风“塔拉斯”影响，万
宁电网 10KV 主线跳闸 11 条，造
成部分地区停电。
截至 16 日 16 时，万宁地区电
网主线已全部恢复送电，部分支
线正在抢修中，主要影响在南
林、新中、东兴等地区，共 19135
户停电，目前还有 3312 户未恢复。
“大部分地区 16 日 22 时可恢
复送电，个别偏远地区如南林、新
中，17 日上午可全部恢复送电。
”
此次抗击台风“塔拉斯”，万
宁供电局共投入抢修人员 350 人、
抢修车辆 38 辆。 （记者 王忠新）

出行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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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北京西开三亚 Z201 次恢复运行至三亚站；16 日、
17 日，三亚开北京西 Z202 次恢复三亚站始发。

随着台风
“塔拉斯”擦肩
而 过 ，7 月 16
日 20：00 时
起 ，琼 州 海 峡
恢 复 通 航 ，粤
海铁进出岛列
车也将陆续恢
复 运 行 ，海 南
环岛高铁于
16 日 21 时 8
分恢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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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哈尔滨东开海口 Z114/1 次恢复运行至海口站；17
日，海口开哈尔滨东 Z112/3 次恢复海口站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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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17 日，长沙开海口 K1167 次恢复运行至海口站；
16 日、17 日，海口开长沙 K1168 次恢复海口站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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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18 日，三亚开长春 Z386/3 次恢复三亚站始发。

（记 者 王
小畅 通讯员
李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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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郑州开海口 K457 次恢复运行至海口站；18 日，海
口开郑州 K458 次恢复海口站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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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上海南开海口 K511 次恢复运行至海口站；16 日、
17 日，海口开上海南 K512 次恢复海口站始发。

中招 资讯
享受中招优惠政策
首批考生名单公示
快上官网看看有没有你

16 日，省中招办公示了第一批
2017 年高中阶段招生录取工作享受
优惠政策考生名单，并公布举报方
式。具体名单可登录海南省中招信
息网（http：
//218.77.181.3/）查看。
各市县（单位）中招办在考生报
名时，已对申请享受优惠政策的考
生材料进行了初步审查并在中招管
理系统中录入相应特征，省中招办
等相关部门于近日开展了复审。
该批通过复审的名单，公示日
期从即日起至 2017 年 7 月 21 日，
举 报 电 话（兼 传 真）：31690027。
（记者 黄婷）

海南环岛高铁
16 日 21 时 08 分，海南环岛高铁恢复运行的有：海口东
至三亚恢复开行 D7355 次、D7359 次；海口至三亚恢复开行
D7211 次、D7357 次；三亚至海口恢复开行 D7360 次；三亚
至海口东恢复开行 D7362 次。
铁路部门表示，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于 30 天内
到就近火车站售票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或改签手续。网购未换
取纸质车票到任意车站退票窗口办理退票手续。有关列车停
运等具体信息，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车站公告，也可登录
广铁铁路官方微博微信查询或直接拨打 12306 客服电话垂询。

单方 妙用
金菊饮防暑
【组成与用法】金银花 15 克、菊
花 15 克，泡开水适量，凉后饮用。
【功效与适应症】方中金银花
性味甘寒，气味芳香，功能清热解
毒，适用于温病发热、斑疹咽痛、血
痢便血，以及痈疽肿毒诸症。菊花
性味清凉，有清热祛风，明目解毒
之功。主治感冒身热、头疼目赤、
头眩耳鸣、痈疽疔疮。夏季用此二
味泡水饮，清香可口，能消暑退热。
节选自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老
中医霍列五 60 年单验方秘传》，霍
毅、
霍筱薇整理。文中单验方仅供参
考，
建议应用前咨询专业医生。

为您 支招

气象 信息

“塔拉斯”今晨将在越南北部沿海登陆

最贪不过自己的嘴，
饥不择食，贪吃贪喝；最
贫也不过自己的嘴，
口无
遮拦，
贫嘴贫舌。病从口
入，
祸从口出。要想养成
一张不贪不贫之嘴，
实在
是一件不太容易的避祸
之举。

记者站

报料热线

海口：
1888 999 5550
儋州：
1888 999 5557

从制作到供应
不应超过 2 小时

琼岛今日仍有大雨
今年第 4 号台风“塔拉斯”
（热带风暴
级）16 日下午 2 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
15 时从海南岛南部近海擦过,预计将以每
小时 20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
动，即将进入北部湾海面，17 日早晨在越
南北部沿海登陆。
那 17 日的天气状况如何呢？省气象
局预计，16 日夜间到 17 日白天：北部，中

每日 金句
泰徕心译

现榨果蔬汁怎么喝安全？

温馨 提醒

很多海南车主还不知道

夏天停车，
一定要把雨刷立起来！

儿童和老人最好别喝

雨转阵雨，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
29- 31℃ ；中 部 ，大 雨 转 阵 雨 ，最 低 气 温
23-25℃，最高气温 29-31℃；东部，大雨
转阵雨，最低气温 24-26℃，最高气温 3032℃ ；西 部 ，大 雨 转 阵 雨 ，最 低 气 温 2426℃，最高气温 30-32℃；南部，暴雨转阵
雨 ，最 低 气 温 24- 26℃ ，最 高 气 温 3032℃。
（记者 孙春丽）

有网友建议，大家在高温天气室外停
车时把雨刷立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经过询问修车师傅才知道：在炎热的
夏天，太阳直射下，汽车风挡玻璃的表面温
度能到 50℃以上！并且散热非常慢。而
雨刷片是橡胶件材质，暴晒+高温，时间
一长自然就容易变形。这样一到下雨天，
雨刷就不能发挥清除雨水的功用了！要么
就是变形，无法正常工作。要么就是完全
擦不干净。这将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所以，夏季高温，户外停车时最好要
把雨刷立起来。很多 4S 店的停车场，一般
都是这样做的，您了解了吗？ （据人民网）

三亚：
1888 999 5551 琼海：
1888 999 5552 文昌：1888 999 5553
万宁：
1888 999 1110 东方：1888 992 1115 屯昌：
1888 992 1116

炎炎夏日，现榨果蔬汁成为很
多人消暑必备的饮品。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消费
提示指出，现榨果蔬汁不宜存放过
久，建议现榨现饮。现榨果蔬汁饮
品应即时供应，不得供应隔顿、隔
夜饮品。
食药监总局指出，如原料存放
在 10℃－60℃条件下，从制作到供
应时间不应超过 2 小时。这不仅有
利于果蔬汁中营养成分和新鲜风
味的保持，也有利于控制微生物的
生长，
饮用更加安全。
据了解，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FDA）要求，果汁店、农场售
卖的现榨果蔬汁必须要冷藏并且
具有标签警示，由于这些产品未经
杀菌处理可能含有害细菌，对于儿
童、老人和免疫力弱的高风险人群
存在发生食源性疾病的风险。食
药监总局就此指出，这些人群最好
不要饮用现榨果蔬汁，可以先加热
杀菌后再饮用。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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