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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8月11日讯（记者胡诚勇
实习生崔阳）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

间2017年 8月 11日 13时 28分在菲律宾

（北纬14.00度，东经120.71度）发生6.3级

地震，震源深度180千米。11日下午，记

者从海南省地震局获悉，本次地震对海南

岛无直接影响。

据海南省地震局预报中心主任李志雄

介绍，此次地震发生在马尼拉海沟附近，

距海口约1200千米，属于中源地震。板块

边界属于地震多发地区，在本次地震震中

附近历史上发生过多次7级地震，其中最

大的地震为1990年7月16日8.0级。

此次地震属于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板块

交界地区的地震活动，与海南岛的地震活

动没有直接关系，也不会对海南地震活动

产生直接影响。九寨沟7.0级地震和新疆

静河6.6级地震发生后，海南省地震局加

强了海南地震活动监视工作，目前未出现

宏微观地震前兆异常，海南地震活动正常。

南国都市报8月11日讯（记者文盛）9
月7日-10日期间，2017海报集团金秋车

展将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将

有上百款车型供市民朋友们挑选，更有惊

喜价让大家享受到实实在在的购车实惠。

展览期间市民逛车展还有好礼拿

据车展主办方介绍，今年金秋车展

将坚持“高品位、国际化、综合性”的

定位，启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A、B、C

馆及开幕式大厅共4个展馆，总面积突破

5万平方米，可以预期的是，本届车展将

有望达到50个特装展位，再次彰显其国

内一流综合型汽车展会的实力。

此外，在车展举办期间，将力推众

多特色主题活动，如，购车有优惠“大

放价”、“观车展、看豪车、赢大奖”门

票大抽奖、汽车产业高峰论坛，还将推

出炫酷的汽车特技表演、吸引眼球的汽

车漂移大赛、全国汽车音响及改装车大

赛、车模T台走秀、本土明星及知名乐队

现场演奏等活动，为海南消费者提供一

场汽车文明展示与汽车交易的盛宴。

海报集团多平台强推金秋车展

“在去年的金秋车展上，广汽丰田两

家门店共卖出400多辆车，今年我们的目

标是500辆。”广汽丰田海口中升嘉翔南

海店市场经理林德双对记者说，近些年

来，在金秋车展上的销量逐渐增高，也

给了商家十足的信心。“今年我们要了

800平米的展位，比去年整整翻了一倍，

所以我们更加看好在今年的车展上再创

辉煌。”林德双说。

“而且海报集团强势的媒体宣传力

量，让我们不愁没有客户上门。这样我们

既参加了车展，又打响了自己的品牌，是

完美的一举两得。”林德双对记者说。

据悉，在本届金秋车展上，作为

“海南最具权威、综合实力最强的媒

体”——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全媒体

悉数出场进行全方位宣传，集团六报一

网六微两端一户外打造融媒体组合，全

覆盖连动报道，高频报道造势、专题专

栏全程跟踪车展报道，推介车商品牌，

专访业界领航人物等。

广汽丰田主打年轻家庭第一辆小车

据介绍，在金秋车展上，广汽丰田

海口中升嘉翔南海店将推出汉兰达、凯

美瑞、雷凌185T、致享、致炫等多款车

型。其中首推的是定位为“年轻人或年

轻家庭第一辆小车”的广汽丰田Yaris L

致享。“这款车满足了年轻人对于第一辆

车的最基本要求——质量好、价格低、

养车便宜。对于喜爱合资车、追求大空

间、高质量和平顺舒适的消费者而言，

Yaris L 致享的表现相当有吸引力。”林

德双说。

据悉，致享主动安全方面，致享全

系标配车身稳定性控制系统（VSC）、牵

引力控制系统（TRC）、坡道起步辅助系

统（HAC）和刹车辅助系统（BA）等主

动安全系统，安全保障相当到位。

而对于致享这款主打车型，林德双

表示，全新致享首付落地价只需15800

元，就可以轻松贷回家。“而且我们有更

多的惊喜和优惠将在车展当天揭开谜

底，有意向的市民可以多多关注我们，

广汽丰田海口中升嘉翔南海店将竭诚为

您服务。”

南国都市报8月11日讯（记者何慧蓉）
距离退休还有几年，曾经担任昌江黎族自

治县妇幼保健站站长的罗丕灯被纪委找去

谈话。在谈话中，罗丕灯交代了自己在医

疗设备采购、开展合作医疗项目过程中收

受他人6.6万元的事实。最终，他被昌江

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缓刑

1年，并处罚金10万元。

现年59岁的罗丕灯是在2000年被任

命为昌江妇幼保健站站长，他在这个岗位

一呆就是10多年。最初，他也循规蹈矩，

直到2010年，他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好

处费。2010年至2012年期间，罗丕灯在

医疗设备采购、开展合作医疗项目过程

中，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共

计6.6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

用单位钱“拜年”
自己还截留4.5万

南国都市报8月11日讯（记者
何慧蓉）在担任昌江黎族自治县十

月田粮油收储所所长期间，陈有

训连续3年从单位支取几万元的资

金用于“拜年”，没用完的钱，他

便留下私用。3年的时间里，他共

截留4.5万元归个人使用。近日，

昌江法院判决陈有训犯贪污罪。

“三亚日”活动
亮相莫斯科

南国都市报8月11日讯（记者孙学新）
8月10日，以“美丽三亚 浪漫邀请”为主

题的“三亚日”活动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举行。三亚市政府的成功推介，加强了三

亚与莫斯科在文化、旅游等方面的深度交

流，活动得到了热烈反响。

“三亚日”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推介

活动通过图片展、美食展、黎族风俗文

化、三亚美景VR视觉体验、中医理疗等

户外主题活动，丰富现场氛围，有效生动

地向莫斯科传递“美丽三亚 浪漫天涯”的

城市气息，令人印象深刻。莫斯科市民雅

姆波里斯基·安东维科多洛维奇说：“希

望有机会去三亚，感受滨海风情。”

据了解，2017年上半年三亚市接待入

境游客33.3万人次，其中俄罗斯游客12.6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倍多，位居

三亚入境旅游市场第一位。

日环比商品名称 规格、等级 平均价格

海南省主要副食品价格公布
采价时间：2017年8月11日 单位：元/斤

发布单位：海南省物价局

鲜猪肉 肋条肉

鲜猪肉 精瘦肉

鲜羊肉 新鲜带骨

鲜牛肉 新鲜去骨

鸡 肉 白条鸡、开膛、上等

鸡 蛋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带 鱼 冻250克左右

青 椒 新鲜一级

尖 椒 新鲜一级

芹 菜 新鲜一级

油 菜 新鲜一级

圆白菜 新鲜一级

豆 角 新鲜一级

韭 菜 新鲜一级

西红柿 新鲜一级

胡萝卜 新鲜一级

土 豆 新鲜一级

大白菜 新鲜一级

蒜 苔 新鲜一级

冬 瓜 新鲜一级

苦 瓜 新鲜一级

空心菜 新鲜一级

地瓜叶 新鲜一级

12.54 -1.95%

17.15 0.00%

42.34 0.00%

44.22 0.00%

16.64 3.10%

5.73 0.00%

24.79 1.35%

4.13 -5.71%

4.17 -2.80%

4.84 0.00%

3.85 -1.52%

2.35 -1.26%

3.57 0.00%

3.07 0.00%

4.20 2.94%

2.81 0.00%

2.50 0.00%

2.32 0.00%

5.12 -5.88%

1.74 0.58%

4.26 4.93%

2.64 -8.01%

2.64 0.00%

省地震局：海南目前未出现宏微观地震前兆异常

南海地震对海南岛无直接影响

南国都市报8月11日讯（记者黄婷 孙
学新）据海南廉政网消息，三亚市崖州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邢增盛涉嫌严重违纪，目

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组织职工外出旅游
费用让服务对象出

南国都市报8月11日讯（记者
黄婷 通讯员 许富）屯昌县屯城镇

广青居委会党委书记、主任陈福

林，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王春民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服

务对象邀请，组织广青居委会部

分干部职工到景区旅游，旅游费

用由服务对象支付。经屯昌县纪

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陈

福林、王春民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参加旅游人员已上交相关费

用并收缴国库。

南国都市报8月11日讯（记者 黄婷）
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纪委对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符雄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符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经陵水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并报县委批

准，决定给予符雄党内警告处分。

陵水人民医院副院长被处分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亮点纷呈
展馆面积突破5万平方米力推众多特色主题活动

三亚市崖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邢增盛

涉嫌严重违纪被审查

昌江妇幼保健站原站长罗丕灯

受贿6.6万获刑罚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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