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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
文件要求，为使社会公众了解、参与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将“儋州市
白马井旅游综合体主岛a桥梁工程”
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进行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请见以下网址链接附件 1：http://
www.danzhou.gov.cn/danzhou/
xxgk/tzgg/201908/t20190806_
2646614.html?from=singlemes -
sage#10006- weixin- 1- 52626-
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
d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请
到建设单位办公地址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周边

可能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请见以下网址链接附

件 2：http://www.danzhou.gov.cn/
danzhou/xxgk/tzgg/201908/
t20190806_2646614.html?from=
singlemessage#10006-weixin-1-
52626-
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
d1。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的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
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

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

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
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建设单位：儋州诺亚投资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李瑞铎
通讯地址：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

镇滨海新区第一组团B-6-3、B-6-5
地块恒大金碧天下综合楼一楼212室

电话：16608921023
邮箱：16608921023@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不含节假日）。
特此公告

儋州诺亚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4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文
件要求，为使社会公众了解、参与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将“儋州市白
马井旅游综合体主岛f桥梁工程”海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进行
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请见以下网址链接附件1：

http://www.danzhou.gov.cn/
danzhou/xxgk/tzgg/201908/
t20190806_2646618.html?from=
singlemessage#10006- weixin- 1-
52626-
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
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请到
建设单位办公地址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周边

可能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请见以下网址链接附

件 2：http://www.danzhou.gov.cn/
danzhou/xxgk/tzgg/201908/
t20190806_2646618.html?from=
singlemessage#10006- weixin- 1-
52626-
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
1。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的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
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
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
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
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建设单位：儋州诺亚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瑞铎
通讯地址：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

滨海新区第一组团B-6-3、B-6-5地
块恒大金碧天下综合楼一楼212室

电话：16608921023
邮箱：16608921023@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不含节假日）。
特此公告

儋州诺亚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4日

儋州市白马井旅游综合体主岛a桥梁工程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公告

儋州市白马井旅游综合体主岛f桥梁工程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公告

儋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特约刊登

（接上期）要及时告诉看护人或老师、父母，立
即冲洗伤口，并尽快注射抗狂犬病免疫球蛋
白（或血清）和狂犬病疫苗。

11.保护自己——坚决拒绝他人触摸你的
隐私部位；一旦发生，及时告诉家人或老师
等值得信赖的人，必要时拨打110报警，主
动寻求帮助。

12.积极求助——遭到他人殴打、恐吓、
辱骂或索要钱财，要及时告诉看护人、老
师、父母，或向公安机关等机构寻求帮助和
保护。

三、膳食营养
13.合理膳食——坚持食物多样、荤素搭

配，多吃蔬菜、水果、奶类和豆制品。
14.饮食习惯——坚持吃早餐，不挑食、

不偏食、不暴饮暴食。
15.零食选择——合理选择零食，学会查

看食品包装标签和营养标签，不吃、不买过
期、变质或没有标签的食品。

16.合理饮水——多喝白开水，尽量不喝
饮料。

四、行为习惯
17.身体活动——加强体育锻炼，每天坚

持户外运动1小时以上。
18.睡眠休息——早睡早起，每天保证

8—10小时睡眠。
19.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勤洗

澡、勤换衣、勤理发、勤剪指甲，不乱扔垃
圾。

20.口腔卫生——早晚刷牙，饭后漱口。
21.预防近视——看书、写字时注意姿势

和光线，看电视、用电脑、玩手机不要连续
超过1小时。

22.不共用物品——不与他人共用毛巾、

牙刷、水杯、脸盆、脚盆、拖鞋等私人用品。
23.不随地吐痰——不近距离对人大声说

话，咳嗽、打喷嚏时遮掩口鼻，不随地吐痰。
24.远离烟酒——不吸烟，不饮酒。
25.拒绝毒品——吸毒毁灭自己、祸害家

庭、危害社会，一定不能沾染毒品。
26.避免网瘾——上网时多学知识，少玩

游戏，避免网络成瘾。
五、卫生服务
27.获取信息——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掌

握必备的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做自己健康
的主人。

（未完待续）

留守儿童及留守儿童监护人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本栏目由儋州市就业局特约刊登

就业就业民生之本
和谐之源

失业保险培训知识问答
问：请问失业人员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金额是如何

计算的？
答：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是按月领取的，其领取

的失业保险金的金额计算为：失业保险金的计发标准为失
业前12个月的本人缴纳失业保险费月平均工资的60%。
按此规定标准计算的失业保险，高于或等于本省一类地区
规定的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按照一类地区最低月工资标
准的98%发放；低于或等于海口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的150%，按海口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0%发放。

咨询电话：23391702

兹有何均超不慎遗失身份证，
证号：610122197205103417，特此
声明。

兹有海南馨洋文化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4F035），原注册资本
误写为伍拾亿圆整，现更改为：注册
资本伍拾万圆整，特此声明。

兹 有 曾 传 书（身 份 证 号 ：
460003198601085638）不慎遗失
农用拖拉机行驶证和驾驶证，车牌
号：琼01-D1242，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儋州那大龙庭饮食店（经
营者：陈显龙）不慎遗失工商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03600236013，特 此 声 明 注
销。

遗失声明

文体新闻 综合

本报讯（记者林晓云 通讯员羊
生雄）8月10日，2019年快乐阳光《童
声歌唱新时代》第十五届中国少年儿
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奖赛总决赛在
湖南省长沙市举行。来自那大一小的
陈修毅、那大三小的刘家豪、那大一小
雅拉校区的张雅诗三名儿童歌手在此
次全国电视大奖赛总决赛中，分别荣
获两个金奖一个银奖。这是海南建省
以来儋州市小学生儿童歌手获得此项
赛事的最好成绩。

据了解，此项赛事历时两个多月，
覆盖全国各省市。少年儿童按年龄分
14个组别进行比赛，参赛人数近4千
人，是全国最高水平的少儿声乐赛事。

儋州三位参赛小歌手分别参加9
岁至11岁C、D、E组别的比赛。在那
大三小老师王紫、那大一小老师陈丽
华的精心指导下，三名小歌手从海南
省一直到全国总决赛，过关斩将，摘金
夺银。那大一小陈修毅演唱的《我的
宁夏川》获儿童E组金奖；那大三小刘
家豪演唱的《溜溜的江巴草原》获儿童
D组金奖；那大一小雅拉校区张雅诗
演唱的《溜溜的江巴草原》荣获儿童C
组银奖。同时，王紫、陈丽华两位老师
被大赛组委会评为优秀指导老师。

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奖赛总决赛落幕

我市小歌手摘“金”揽“银”

本报讯（见习记者陈婷婷 文/图）8月12日，
儋州市2019年第一期广场舞培训班在森林客栈
两院植物园店开班，共有30余名广场舞爱好者参
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授课老师给学员们传授了广场
舞的基本原则、注意事项等理论知识，随后，开始
正式的广场舞舞蹈教学，老师们将要培训的广场
舞进行动作分解，一边做示范一边耐心细致讲
解，循序渐进地带领学员们领略广场舞的魅力，
学员们认真听讲，跟着老师的节奏反复练习，大
家热情高涨，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老师们都十分专业，讲解也通俗易懂，我觉
得这个学习机会十分难得。”前来参加培训的学
员李钉香对记者说道。

据市文化馆副馆长林诒亮介绍，本期培训班
旨在进一步推广和普及我市广场舞，提高我市基
层舞蹈文艺工作者的艺术水平和服务能力，丰富
我市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据了解，本期培训班由市文化馆主办，为期4
天，主要培训《幸福二维码》《最爱崖州年》《相约
九点半》《抓鱼歌》等原创广场舞。

我市广场舞开班
首期在两院授课

学员们在练习广场舞。

本报讯（记者林晓云）8月12
日，第二届“海南西部杯”足球赛在南
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市第一中学足
球场开幕。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斌出
席并宣布第二届“海南西部杯”足球
赛开幕，市长助理刘登阁致辞，并一
同为比赛开球。

刘登阁在致辞时说，足球是一项
世界性的体育运动，也是最具影响
力、深受群众喜爱的体育项目之一。
举办“海南西部杯”足球赛，对推动儋
州群众体育活动与全民健身事业发
展，进一步弘扬体育文化，展示体育
的魅力，以及加强西部市县之间的交
流，提升儋州城市形象将产生积极的
促进作用。希望各支参赛代表在比赛
中拼搏进取、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

出友谊。
开幕式后，儋州代表队与白沙代

表队展开揭幕战，结果儋州队发挥出
色，以7：2大胜白沙队。

在昨天进行的第二轮比赛中，儋
州队以1:0险胜临高队，取得本届比
赛两连胜，提前从小组出线。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儋州、昌
江、临高、白沙、洋浦、陵水等市县的8
支球队参加，赛期8天，比赛场地设在
市一中和那大二小。

赛事设有团体、个人及荣誉奖
项，其中团体奖项奖励前8名球队，
冠军、亚军、季军分别奖励8000元、
7000元、6000元，个人奖项包括最
佳射手1名，最佳门将1名，各奖励
500元，荣誉奖项为体育道德风尚
奖，奖励3支球队。

第二届“海南西部杯”足球赛开幕

儋州队两连胜提前出线

著名声乐大师孟玲（中）、指导老师王紫与刘家豪。

日前，中国男篮迎战昆山四国赛的最后一个
对手波多黎各男篮。易建联砍下22分8篮板，王
哲林得到17分，最终中国男篮凭借三大内线火
力以78:72战胜波多黎各，最终以全胜的成绩夺
冠，完美收官。 （新浪）

中国男篮捧起冠军奖杯。

昆山四国篮球赛

中国队夺冠

8月13日晚19:35，2019赛季中
超第22轮先赛一场，江苏苏宁将坐镇
主场南京奥体中心迎战河南建业。
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罗竞助
攻埃德尔打破僵局，随后特谢拉命中
点球，谢鹏飞进球被吹后又远射破
门。最终苏宁3:0完胜建业。

今晚19:35本轮将继续上演另一
场重头戏，由上海上港主场将迎战天
津泰达。 （新浪）

吴曦抢断周定洋。

中超联赛第22轮

苏宁3:0胜建业

儋州队与白沙队比赛瞬间。 本报记者 何万常 摄

陈丽华供图

著名作曲家雷立新与张雅诗。央视导演李众与陈修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