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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名出租车女司机前不久夜间载
客惨遭不幸! 出租车司机安全问题再次引
起社会各界关注"!"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
在海口街头走访时发现! 在内地一些城市
出租车上普遍使用的出租车安全防护
栏#$$即司机和副驾驶中间安装的隔离
栏!海口的出租车上没有安装% &出租车不
设防!司机最容易受到伤害'!一些出租车
司机希望有关部门考虑给出租车安装隔离
栏!使出租车司机免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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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装防护栏后有些乘客认为拥
挤不愿意坐车! 但我们希望在安全的环境
下工作!尽快安装防护栏%'!"日上午!在海
口南沙路加气站前! 一些等候加气的出租
车司机对记者说% 尽管有的车上安装了
#$%卫星定位系统! 但一些出租车司机从
来没用过!是不是管用也不知道% &前不久
被害的女司机的车上! 不是也安装了 #$%

吗( '一位司机反问道%

一位业内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从物防角度来讲!出租车防护栏是最
经济)最直接)最实用的保护手段!如果
再有 #$% 卫星定位配合使用! 效果会更
佳% 也有个别出租车司机表示!安装防护
栏会使本就比较狭窄的车内空间更显局
促! 发生交通事故后变形的防护栏极易
卡住驾驶员!阻碍驾驶员逃生!易造成对
驾驶员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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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说*&前几
年在一些车上也安装过防护栏!但司机和
乘客都认为安装防护栏行动不方便!最后
也就没继续进行下去%不过最近对是否安

装防护栏的问题!我们正在征求出租车公
司)驾驶员和市民意见!并与海口市公安
局沟通 ! 做进一步可行性论证调研工
作% '据了解!目前海口市正在运营的出
租车有 &'"" 辆! 约有 &("" 辆都安装了
#$%定位系统%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遇到
抢劫时只要司机按动按钮!设在指挥中心
的系统立即就会接到信息! 采取相应措
施%同时安装在出租车后挡风玻璃上的电
子显示屏上!也会立刻打出字幕&我遭遇
劫匪!请报警'的字样% 但记者现场采访
多位司机! 他们却对 #$% 的效果产生怀
疑% &管用吗( ')&能有人及时出手相救
吗( ')&一刀刺过来!还能按按钮吗( '司
机们七嘴八舌说% &最牢靠的还是把乘客
与司机隔离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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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出租车协会表示* 安装防护
栏对保护驾驶员更直接! 但是安装防护
栏不能搞一刀切! 要征求广大出租车司
机和市民意见! 目前也只是部分出租车
安装了 #$%!正在运营的 )"" 辆旧车上没
有安装任何安全装置% 协会已经建议各
出租车公司!晚上不要安排女司机开车%

另外! 对没有安装 #$% 定位系统的出租
车加强监控! 随时与出租车司机保持联
系!掌握出租车运行情况!出城要事先告
知公司去处%

本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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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钱小食品热卖令人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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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学校买的五角钱小食品吃了之后
拉肚子!这些小食品太让人不放心了% '市
民陈女士近日向海南日报记者反映说!现
在海口一些学校门口小店都在出售一种仅
五毛钱一包的小食品! 孩子对这些小食品
痴迷的不得了! 这些小食品孩子吃了有无
安全保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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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对海口部分小学校周边的小
商店进行采访! 发现这些店里除了摆卖文
具和玩具外!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小零食!

而且这些小食品多数仅五毛钱一包! 因为
价格低廉!受到小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今天上午 &&时 *"分! 海口市第十一
小学校一放学! 大批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
出了校门口便直奔校左边的两家小商店!

&阿姨! 我要买包小米锅巴')&给我包龙虾
丝')&我要一包开胃鸡'++小商店老板忙
得不亦乐乎%

记者看到!为了方便小学生购买!老板
还专门将这些五角钱一包的小食品集中放
在一块% 这些小食品从外观上看颜色各异!

品相诱人!名字也叫得很好听!像什么巴西
烤鸭)李小龙节节棒)香辣霸王丝)留香展
翅等% 一家小商店老板说!店里的小食品有
上百种! 这些五角钱一包的小食品小学生
们都爱吃!价格也便宜!每天能卖 *""包左
右%

记者接着走访了海口市第十小学等学
校! 发现多个小学校周边都有这种五角钱
小食品出售!小食品品种繁多!有饮料)糖

果)豆制品)方便面等!这些五角钱小食品
共同特征是香气扑鼻! 从外观上看非常诱
人!吸引着大批小学生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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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这些价格低廉的
五角钱小食品不但添加了多种添加剂!有
些还找不到生产日期%

记者看到!这些五角钱小食品大多名
不副实!开胃鸡不是鸡,加州牛排也没有

牛肉等%实际上!这些看上去诱人的食品!

都是用面粉和各种添加剂加工出来的一
种面制品!最后包装成各种&鸡')&热狗'

等%

一包名为巴西烤鸭的小食品外包装上
印刷着一只大个的诱人的大烤鸭! 但配料
表中主要原料却是大豆蛋白肉等! 这包巴
西烤鸭不仅摸上去满手油腻腻的! 而且还
找不到生产日期!打开包装!一股怪异的香
味特别呛鼻% 其他五角钱小食品普遍存在

这个问题!这些小食品外包装粗糙)劣质!

颜色怪异!香味刺鼻!名字与食品内容大相
径庭%

记者注意到! 多数五角钱小食品的添
加剂都下得很&猛'!如一种名为葡萄味吸
吸哈哈的果冻!配料表中的食品添加剂有 +

种!主要原料包含饮用水)白砂糖)增调剂!

但就是找不到葡萄汁的标注% 记者打开包
装!闻到了浓烈的刺鼻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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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钱一包零食!现在已经很难找到
这么便宜的食品了! 这些小食品到底质量
如何( '市民庄先生说!孩子爱吃这些小食
品!他们也不可能随时盯着孩子!为了保证
孩子的身体健康! 相关部门是否应该整治
整治%

采访时!不少家长反映说!这些五角钱
小食品在正规商场)超市都买不到!五角钱
小食品大部分看着质量低劣) 不符合卫生
标准! 这些劣质小食品所带来的安全隐患
令人担忧%

一些家长告诉记者说! 现在大部分孩
子都禁不住这些五角钱小零食的诱惑!甚
至家里做好的早点都不吃! 非要到学校周
围去买! 有时甚至把买文具的钱拿去买这
些小食品吃% &我们也知道这些小食品有问
题!但又不能随时监督孩子!光靠家长教育
孩子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

家长们呼吁! 这个问题应引起相关部
门的重视!严查这些五角钱小食品!保证孩
子们的食品安全!让家长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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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海口市工商局突击行动!对海
口部分农贸市场)餐馆)酒店等螃蟹销售点进
行检查%海口市东门市场一销售螃蟹的摊主因
故意对螃蟹进行 &粗绑'! 被工商部门罚款
+"""元%

今天上午 &"时 !"分! 工商执法人员对
海口市东门市场进行检查时发现!在东门市
场新民东 *'号门前! 一吴姓摊主销售的螃
蟹身上捆绑的塑料绳子明显较粗!执法人员
将该摊主销售的所有的螃蟹进行称重!结果
发现该摊主出售的 &","&斤螃蟹捆绑的塑料
绳子重量达 &,"")斤! 捆绑螃蟹绳子重量超
过蟹体重量的 &"-!违反了省工商局规定的
捆绑螃蟹的混杂物不得超过蟹体重量的 (-

的规定%

经工商执法人员调查!吴某在进货时
螃蟹身上本来是捆绑着细绳子的!但为了
给螃蟹&增重'!吴某又故意另外加绑了绳
子!且该摊位是临时销售点!属于无照经

营% 工商执法人员依照相关规定!认定吴
某的行为为&掺杂)掺假'行为!依法对吴
某处以 +""" 元处罚% 此案正在进一步处
理中%

今天下午!海口市工商局还集中对海口
市沿江三路集贸市场) 金贸文华农贸市场)

新埠岛金水门两家海鲜店)天天渔港等螃蟹
销售点进行了检查%

海口市工商局负责人介绍说!工商执法人
员将每天定人定点对各个螃蟹交易点进行巡
查!尤其是对重点地区将长抓不懈% 同时!工商
部门将派出明查暗访组!对螃蟹裸称交易进行
市场暗查!一旦发现问题!将追究相关责任人
的责任% 对违规的经营者!工商部门将从重处
罚!有违规行为的!一经发现!将按最高额度处
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 在购买螃蟹或
是到餐馆等地方就餐时! 如果发现经营者
有违规行为的! 可拨打 &*!&( 进行投诉和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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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午!海口市琼山公安分局宣布!警方
对提供重要线索!或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
郑关利的群众! 给予 !""" 元至 (""" 元的
奖励%

据琼山警方介绍!*.日上午 '时 *"分
许!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红星村委会 (+岁
男子郑关利和 (*岁男子吴某! 在椰海大道
椰林小区路段因砌围墙引发纠纷%郑关利掏
出一把疑似自制式手枪!开枪击中吴某的左
胸!吴某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郑关利随后携枪逃跑% 据警方侦查!犯

罪嫌疑人郑关利!&'(!年 )月 *"日出生!汉
族!户籍地为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红
星 村 委 会 玉 成 村 ! 身 份 证 号 码 *

).""*&&'(!")*"".&'% 其身高 &/"厘米!身
材偏瘦!短发% 郑关利逃跑时!身穿白色衬
衫!深蓝色长裤!可能携带一支疑似自制式
手枪%

琼山警方表示!如有发现犯罪嫌疑人郑关
利的市民!请立即报警或扭送公安机关!并速
与琼山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联系! 联系电话*

"+'+0.('"+&/+-办公电话.!联系人*冯警官
-&!!"/('&.''.! 董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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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记者从海口市
龙华区检察院了解到!该区首例醉酒驾驶案
件被检方于受理当日提起公诉"

犯罪嫌疑人郭某存!!' 岁! 汉族!小
学文化程度" 今年 ( 月 *( 日 &+ 时 !" 分
左右! 郭某存驾驶二轮摩托车沿滨海大
道自西向东行驶到湖南师大海口附中对
面路段时! 与被害人王某驾驶的一辆小

轿车发生追尾事故"

事发后!海口市交警支队龙华大队迅
速赶到现场进行勘察!并对涉嫌酒后驾驶
车辆的当事人郭某存进行呼气式酒精检
测!结果为 &(*,)123&""14!为醉酒驾车 "

之后!警方将其带到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进行血测! 检测结果其血液酒精含量为
&"*123&""14! 因此警方认定其醉酒驾驶
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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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获
悉!海口市西秀镇一农民在未办理采伐许可
证的情况下!擅自砍伐林木幼树 &*+!株!构
成滥伐林木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个
月!并处罚金 *"""元"

去年 &月 **日至 *)日期间!伍某为了

建鱼塘!在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
下!雇了挖掘机和装载车!在西秀镇某处海
防林进行毁林)挖沙等非法行动"

经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调查!伍某的
行为造成 ",(&*公顷林地被毁! 被毁林木株
数为 &*+! 株 -皆为木麻黄和马占相思幼
树.!被毁林木蓄积量为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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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从海口市&五大工程'办
获悉!(月 *+日至 .月 &(日高考期间!海口
市环保及城管部门均成立防治噪声污染整
治小组!如考生遭遇&噪声污染'!可向城管
指挥中心投诉电话 ../."*""反映"

据介绍!高考期间!海口市环保局和
各区城管执法局均成立一支 ($+ 人的噪
声污染整治小组!统一住宿)统一出动!设
立投诉举报电话!实行 *) 小时值班制度!

接到市民投诉半小时内要赶到现场进行
处理" 各区城管执法局处理完毕后!要向
市城管指挥中心及当事人反馈" 市环保局
处理完毕后!向市&五大工程'办及当事人
反馈"

海口市&五大工程'办还要求该市环保
局) 文体局和各区城管执法局排查在建工
地)建成住宅楼装修)露天歌舞厅等!要求相
关负责人遵守有关规定!确保考生有一个安
静的环境学习)生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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