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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购会 17 日至 20 日举行

20日可免费观展
精品特产买个够
15 日上午，2018 年（第二届）
海南名特优产品采购大会（以下简
称“海购会”
）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在
海口举行。记者会上获悉，本届海
购会于 17 日至 20 日在海口市海南
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目前已有
省内外 359 家企业参会，其中有省
内的 295 家名特优产品企业，总参
会人数达 2000 余人。
本届海购会的最后一天（5 月
20 日）将定为“公众开放日”，市民
及游客朋友可以到展馆免费观展，
在这里，除了能看到海南全省各企
业的精品，还能搜罗来自海南各个
市县的各种本土特产，能够实现一
站式的购物狂欢。 （记者 文盛）

琼海向全国招聘
39 名优秀教师
15 日，记者从琼海市教育局获
悉，今年琼海市面向全国公开招聘
39 名优秀教师，请有意向的考生及
时报名。
网上报名登录海南省琼海市政
府门户网站（http：
//www.qionghai.
gov.cn/）查询并下载报名表，将填
写好的报名表及有关证明材料扫描
件发送至考核组电子邮箱，面试考
核时再提交原件进行审核。网上报
名时间截至 5 月 16 日。
咨询电话：62835439（琼海市
教育局人事股）
电 子 邮 箱 ：447093422@qq.
com
（记者陈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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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新海港、秀英港至海安航线

定点航班时间
明日零时起调整
15 日，南国都市报记者从海口新海
轮渡码头有限公司获悉，新海港、秀英港
海口至海安航线定点航班从 2018 年 5 月
17 日零时起作出调整。
新海港海口至海安航线定点航班时
间 调 整 为 ：00：00、02：00、04：00、06：
00、08：00、10：00、12：00、14：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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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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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 指南

00、18：00、20：00、22：00，全天共计 12
个定点航班。
秀英港海口至海安航线定点航班时
间调整为：08：30、10：00、11：30、13：00、
14：30、16：00、17：30、19：00、20：30、
22：00、23：30，全 天 共 计 11 个 定 点 航
班。
（记者 王小畅）

食尚 海口

温馨 提醒
吃货请注意，吃货请注意~~

免费的大餐，吃吗？

征

海口美食试吃员

限 10 名美女
We need you

南瓜报铁杆粉在哪里？吃货请举
手！这里有一个大大的好消息——我们
将在海口全城招募 10 名女性美食试吃
员！
是的！免费！吃吃吃！就问你来不
来？手快有手慢无！
海口哪里有好吃的，哪家的味道最地
道？刚开的新店如何？最爱的店出的新
品怎样？现在，就把鉴定美味的权力交还
给喜欢美味的资深吃货你。
对你，我们只有小小的要求
首先，你要具备一个吃货的基本修养
1、嘴馋、爱吃。
（吃是最最重要滴！
）
2、喜欢分享。
（让你的小伙伴嘴馋馋
哈！
）
3、关注南国吃货群（没有？那赶快关
注下呀！
）
是不是觉得很容易呀？就是这么 so
easy！
其次，你要做的事

1、积极报名参加每月的试吃活动，参
加新品试吃活动。
2、积极配合我们每次活动的主题来
着装打扮。
3、认认真真给我们提意见。
4、积极在你的朋友圈和自媒体账号
分享试吃的体验。
（是不是 SO EASY？
）
最后，想知道怎么报名
看这就对了，想参加的美女可以直接
在微信公众号“南国吃货群”里直接留下
你的姓名、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

预告
免费试吃
第一站 蛙来哒
香辣味泡
锅紫苏味平锅
在召唤，是不是
等不及啦？

【组成与用法】侧柏叶 100 克，
浸于高度白酒或 60%酒精 200 毫升
中，浸泡 7 天后，取药液涂擦头发脱
落部位，每日三次。坚持使用，一
般 2-3 个月可获疗效。
【功效与适应症】本方功能清
热凉血，活血生发，可用于治疗血
热型脱发和脂溢性脱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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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站

24 生活通

扫一扫 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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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扫加入我们吧

海口供电提醒市民
高温天气小心用电
记者从海口市供电局获
悉，5 月 15 日 11 时，海口供电
部门发布海口范围防高温天
气黄色预警，启动《防高温天
气应急预案》，以保障高温期
间海口市民安全可靠用电。
供电部门提醒广大市民，
高温天气，用电负荷会持续升
高，如果市民碰到用电问题，
请及时拨打 24 小时客户服务
热线 95598。
（记者 王子遥 通讯员 杨永光）

招生 信息
三亚 4 所中职学校
计划招生 3030 人
记者 15 日了解到，三亚市
职业教育活动周和中职学校
招生工作启动，今年三亚 4 所
中职学校计划招生 3030 人，其
中三亚技师学院招 2260 人，三
亚市中等职业学校招 400 人，
三亚百年农工子弟学校招 50
人，三亚海洋职业技术学校招
320 人。
招生推出优惠政策，三亚
户籍的中职学生除享受“三免
一补”
（免学费、住宿费、课本
费，年标准补助学金 2500 元）
优惠政策外，对贫困户“建档
立卡”的学生，政府每年额外
补贴生活费 3000 元；非三亚户
籍 的 中 职 学 生 给 予“ 一 免 一
补”
（ 免学费、年标准补助学金
2000 元）。
（记者 孙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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