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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提醒
月饼越来越“花心”
如何选购才放心？
中秋佳节将至，各大超市和电
商已纷纷上市销售月饼，成为当前
的消费热点。面对线上线下商家五
花八门的促销活动，陕西省消协提醒
消费者应仔细辨别，注重品质消费，
科学正确选择，特别是勿轻信部分月
饼品牌“健康纯天然”等夸大宣传。
目前网购已经成为消费者购买
月饼的重要渠道，但消费者网购月
饼时，其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
等具体情况了解相对困难，在邮寄
过程中也无法保证有良好的保存环
境。消费者购买时要与商家确认月
饼的保质期，尤其是一些现做现卖的
手工月饼，要特别注意快递时间、验
货签收等细节，
以防过期变质。
同时，消费者应慎重在微信朋
友圈购买月饼，由于其原材料是否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制作过程是否卫
生都很难监管。消费者不要盲目追
捧私人订制的所谓“纯天然、无添加
剂”的月饼，走入“私人定制比厂家批
量生产更靠谱”
的消费误区。
此外，消费者不要轻信部分月饼
品牌的夸大宣传，不要轻信“无糖、低
脂、素馅、不添加香精、不使用色素、
不含防腐剂”等广告用语，需特别谨
防所谓的“保健”月饼，国家食药监部
门从未批准过保健类月饼。
消协提示，消费者在购买月饼
时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原始票据和
有关凭证，网购月饼注意保留截
图，发生消费纠纷时可作为维权依
据。当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时，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及消协投
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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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嘉”先走一步

周日迎“山竹”
22 号台风“山竹”或于 16-17 日
在广东西部到海南东部沿海登陆
9 月 13 日上午，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
了解到，今年第 23 号台风“百里嘉”的中
心已于 13 日上午 8 时 30 分前后在广东省
湛江市坡头区沿海登陆。另外，第 22 号台
风“山竹”13 日 05 时中心在距离菲律宾
马尼拉偏东方向约 1190 公里的西北太平
洋洋面上。预计，“山竹”将于 15 日凌晨
登陆或擦过菲律宾吕宋岛东北部沿海，16
日～17 日对海南有强风雨影响。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局获悉，由于热带
低压“百里嘉”在广西北海市境内，持续
西行和减弱，对海南的影响明显减弱，海
南省气象局 13 日 17 时解除台风四级预警。
今年第 22 号台风“山竹”（超强台风
级）的中心 13 日下午 5 点钟位于菲律宾马
尼拉偏东方约 920 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

上，就是北纬 14.9 度、东经
129.5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
17 级以上（65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
为 910 百帕，七级风圈半径 300~380 公
里，十级风圈半径 120~140 公里，十二级
风圈半径 80 公里。
中央气象台预计，“山竹”将以每小
时 20~25 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变化不大，将于 15 日凌晨登陆或擦过
菲律宾吕宋岛东北部沿海，15 日中午前后
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然后逐渐向广东西
部到海南东部一带沿海靠近，并可能于 16
日夜间到 17 日凌晨在上述沿海登陆（14~16
级，45~52 米/秒，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
受“山竹”影响，15 日，南海中东部
海域和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可达 14~17

海口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考试

下周起暂停报名
9 月 13 日，海口市道路运输管理
处发布公告，9 月 17 日（下周一）起，
暂停海口市网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
资格考试报名，重启考试报名的时间
另行通知。
该公告称，为了提高网约出租汽
车驾驶员法律法规意识，从源头上严
格把控驾驶员准入关，更好地保障广
大乘客生命财产安全，规范网约出租
汽车驾驶员从业行为，提升出租汽车
客运服务水平，根据 《交通运输部关
于改革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

有关工作的通知》（交运发〔2017〕134
号）的相关规定和 《交通运输部办公
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安全
管理的紧急通知》 的要求，结合海口
市现阶段行业管理的实际，海口市道
路运输管理处将重新调整考试题库、
考试办法等。为此，市运管处决定从
9 月 17 日起暂停海口市网约出租汽车
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报名。重启考试
报名的时间另行通知。
（记者 王小畅）

海口渔船进
港躲避台风
（记者汪承贤 摄）
级。16 日，海南岛东部海面，琼州海峡和
北部湾北部海面风力可达 11~14 级；其余
大 部 海 域 风 力 可 达 9~12 级 。 17 日 夜 间
起，各预报海区风力逐渐减弱。陆地方
面，14 日-15 日，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局
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受“山竹”影响，
16 日-17 日，海南岛北半部地区有暴雨到
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南半部地区有大雨
到暴雨；全岛陆地将伴有 8 级以上大风。
（记者 孙春丽 通讯员 符晓虹）

全国计算机、英语等级考试

周末照常开考
今年海南省全国计算机等级
考试、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期间，
我省将有强雷雨天气，甚至是台
风天气。为了确保考生顺利参加
考试，省考试局发布温馨提示提
醒广大考生注意事项。
在 9 月 15-16 日参加全国计算
机等级考试、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时务必要注意交通和路途安全；
请务必按规定时间提前到达考
场；考生参加考试时要携带 《准
考证》 和有效身份证件，两证缺
一不得参加考试；参加全国英语
等级考试三级考试的考生必须自
带调频耳机，听力考试时必须戴
耳机。
（记者 黄婷）

广告

澄迈县城这几条道路

10 月 1 日起将变单行道
9 月 13 日，记者从澄迈县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为保障市民交通出
行安全，提升出行效率，针对金江城区
主干道路狭窄影响交通通行等客观因
素，澄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已根据
单循环道路设置的相关要求开展多项前
期准备工作，经综合评估决定在金江城
区道路实施单循环。
据了解，为保障城区单循环交通枢
纽顺利运行，决定于 10 月 1 日上午 8 时
起对以下路段实行单向通行 （其中 9 月
14 日至 9 月 23 日为通告发布阶段，9 月
24 日至 9 月 30 日为过渡期）。

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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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1888 999 5550
儋州：
1888 999 5557

实行单向通行路段：文化北路路
段：自华成路至解放中路路段自北向南
单向通行；文明路路段：自解放中路至
华兴路路段自南向北单向通行；解放中
路路段：自东向西单向通行；华兴路路
段：自东向西单向通行；立新路路段：
自西向东单向通行；人民中路路段：自
东向西单向通行；光明路路段：自西向
东单向通行。
通告期满后，10 月 1 日 8 时起，澄迈
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对在上
述路段违法行驶的车辆进行处罚。
（记者 王燕珍）
三亚：
1888 999 5551 琼海：
1888 999 5552 文昌：1888 999 5553
东方：
1888 992 1115 屯昌：
1888 992 1116 万宁：1888 999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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