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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景水

一所学校的食堂做饭，多所学校、
幼儿园的学生、幼儿共享，这种称之为

“中央厨房”的学校集中供餐方式，在
省、县两级教育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的联手推动下，今年秋季学期开
学之后，正式在澄迈县加乐镇启动，实
现供餐。

“集中供餐更加有助于学校食堂食
品安全卫生……”澄迈县加乐镇中心学
校、加乐中学以及四家民办幼儿园共计
800名学生、幼儿“共吃一锅饭”的试水
探索，积极效应已经初现。

现场目击
配送车每天五次流动送餐

“土豆炒肉、炒青菜、炒豆芽，一份
米饭。”下午5时10分许，澄迈县加乐
中学学生餐厅，初三（1）班的王琼曼和
几个小伙伴开始吃上了冒着热气的下
午饭。

正在分餐间为加乐中学270名住校
生分餐的，是加乐镇中心学校食堂的三
名工作人员。10分钟前，一辆机动摩托
车改装的配送车，装着六个大桶的菜
肴、两个大桶的米饭，以及餐具托盘，从
加乐镇中心学校出发，不到1000米大约
3分钟的车程之后，进入加乐中学。

这是加乐镇中心学校食堂配送车
一天之间第五次出车，其中早中晚三次
到达加乐中学，另外两次则是为镇上的
四家民办幼儿园配送上午11时的午餐

和下午3时的午点。“加乐中学学生每个
月交260元、幼儿园的在园幼儿每个月
支付150元，就可以在学校、幼儿园享受
到集中供餐的送餐上门。”加乐镇中心
学校校长王广任说。

各方反应
集中送餐缓解园舍空间不足

豆腐、肉丝、包菜——10月20日中
午，这是加乐镇上的四家民办幼儿园的

“统一食谱”。“今年9月开始由镇中心学
校食堂送餐之后，我们自己幼儿园就不
用再为孩子们准备餐食了。”星星艺术
幼儿园的王园长说，目前在园幼儿90
名，其中60名左右在园吃午饭和午点。
集中供餐周一至周五的食谱，是中心学
校食堂和四家幼儿园统一约定的。

记者走访注意到，加乐镇上的四家
民办幼儿园的园舍空间都不大。“集中

供餐之前，每家幼儿园都要单独雇佣做
饭师傅，利用本来就紧张的园舍空间来
做餐食。”春蕾幼儿园的陈园长说，实现
集中供餐之后，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
就由中心学校食堂统一负责。

王广任介绍，以前学校食堂只为中
心学校的将近400名学生供餐，如今实
行集中供餐之后，供餐学生、幼儿总人
数达到800人左右。“承包学校食堂的运
营企业员工由之前的5人增加到现在的
15人，从而确保学生餐食的烹饪、配送、
分餐以及回收餐具等工作顺利进行。”

供餐改革
全程优化仍需进一步探索

相比之前的学校内部食堂供餐，
“中央厨房”式的集中供餐增加了餐食
的配送和分餐两个环节。因此，如何保
证餐食在配送分餐环节的卫生，是澄迈

县加乐镇集中供餐模式改革的重点。
10月20日下午5时许，在加乐中学

学生餐厅的分餐间，记者注意到，三名
分餐人员全部佩戴了口罩、手套。停靠
在门口的配送车，是一辆专门加装了密
封车厢的摩托三轮车，从而确保餐食在
配送中不会受到灰尘的污染。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监管处处长范铁城提出，烹
饪、分餐环节的食堂工作人员，一定要
坚持戴口罩，烹饪人员在烹饪过程中不
能穿拖鞋。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学校食
堂食品卫生安全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推动集中供餐方式，一定
要在供餐的食品采购、加工、配送、分餐
等环节，实现全过程的制度化规范。此
外，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同时，更要注重
供餐菜品的营养全面。

（本报金江10月21日电）

澄迈加乐镇中心学校今秋开始为加乐中学和4家民办幼儿园统一供餐

“中央厨房”烹制放心学生餐

本报海口10月 21日讯 （记者孙
慧）节假日拼车回家，周末拼吃拼玩，

“拼客”已经成为城市里颇为流行的节
约消费方式。近日，记者发现，海口许
多小型商家为应对日益上涨的经营成
本，兴起了“拼店”经营热，多个老板合
并经营或错时经营，既可节约成本，又
可分享客户资源，一举两得。

错时营业减经营成本
海口市民陈明宇在解放路租了一

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铺子卖早餐，最
近他发现，由于房租等成本上涨，挣钱

的空间减小了。为减轻经营成本，他把
店铺又承租给另一个卖夜宵的陈玉华，
两人错时经营，分摊房租和水电费。

“我卖夜宵她卖早餐，既不会相互竞
争，还可以使用同一套设备，这样很划
算。”陈玉华说，如果自己单独开店，还要
花1万元至2万元来增添经营设备，按照
每个月3000元房租估算，一天生意至少
做到500元以上才能保本，压力很大，双
方一起拼店后压力就会减轻很多。

在海口，类似的经营模式还不少
见。这样一店两用或是错时营业的经
营现象，既可分摊成本，也可产品相互

帮衬，不会影响市场定位，借力打力，可
起到共赢效果。

在得胜沙路的商场里，不少店铺
里设两个收银台，一边摆放的服装是一
家店主，旁边的首饰或鞋子又是另一家
店主，顾客在挑选时可自行进行搭配后
再分开购买。“合租既可以降低成本，还
可以相互搭配促销，这样还能增加不少
人气。”一家服装店主小林说。

拼店权责风险要明确
机会总是伴随着风险而来。对于

“拼店”经营者而言，这样的经营方式有

利也有弊。拼店能节省资金，但也会存
在商家之间因房租、设备毁坏等问题而
产生分歧，有些“拼店”经营者可能会因
为利益分配不均而闹得不欢而散。

海口市工商局有关人士认为，“拼
店”现象是应市场需求而产生，但若双
方权责不明确，将可能产生违规经营的
风险。

因此，“拼店”经营者应当在合作前
对各自承担的责任和债权债务进行约
定，同时拼店经营应当要明确告知消费
者，不可模糊化经营，产生问题时互踢
皮球，损害消费者利益。

“拼车”、“拼吃”、“拼玩”之后又有新“拼”法

海口兴起拼店热 错时经营求共赢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周平虎）记者今天从省交警
总队获悉，从2014年11月1日起，全省
统一启用计算机考试系统开展科目三实
际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评判工作，提升驾
驶人考试科技把关能力，严把道路交通
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据介绍，使用考试系统评判的范围
和方式：从2014年11月1日（含）起，对
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人进行
科目三实际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应当使
用计算机考试系统进行评判。对未按规
定使用计算机考试系统进行评判的，不
得开展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
人的科目三实际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工
作。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的科目
三实际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实行计算机评
判和人工评判相结合的考试模式。对于
除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之外机动
车驾驶人的科目三实际道路驾驶技能考
试，暂不强制使用计算机考试系统进行
评判。

据了解，目前我省各车管所正在抓
紧安装、调试系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同时，各车管所将会及时向各驾校通报
计算机考试系统的评判规则和要点，指
导驾校做好学员、教练员的培训和相关
适应性工作。

11月起小型汽车
路考启用电子评判

本报三亚10月21日电（记者张靖
超 通讯员刘义）记者今日从三亚市海
事局了解到，今年第三季度，三亚海域
共发生各类险情17起，交通事故5起。
据该局相关负责人透露，船舶消防隐患
与台风袭扰为造成各类险情与事故的
主要原因。

据悉，上述5起事故中，其中包括重
大事故一起，即“7·29”游艇“海洋骑士”火
灾事故；一般等级事故三起：“9·16”干货
船“浙安吉货1911”搁浅事故、工程船“粤
中山工6007”搁浅事故、挖泥船“深洋工
58”搁浅事故；此外，还有小事故一起：“9·
1”散货船“粤清远货9848”火灾事故。

在17起险情中，其中涉及海上交通
运输船舶海上险情1起，渔业类船舶险情
9起，游客游玩险情4起，火灾险情4起，
涉及游艇的险情有2起。相较去年同期，
涉及火灾和游艇的险情有明显上升。据
统计，遇险人数共计92人，获救人数90
人，2人失踪，搜救成功率达97.8%。

三亚海域第三季度
发生各类险情17起
消防隐患与台风为主要原因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记者
今天从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国际机场分局获悉，机
场派出所20日在美兰机场候机楼抓获一名多次
诈骗过往旅客的违法人员林某阳，并追回部分赃
款，林某阳现已被该分局处以15日行政拘留。

据悉，20日18时30分许，有群众报称一男子
手持一张登机牌谎称“钱包被偷”多次行骗，机场
派出所随即出警，在美兰机场候机楼将该男子抓
获。经查，违法人员林某阳（男，26岁，深圳市龙
岗区人，现无业）当天在海口美兰机场持捡来的一
张登机牌谎称刚从宁波乘机到达海口，钱包被偷，
需要钱购买前往文昌的车票为名向过往旅客实施
诈骗。被民警抓获时，林某阳已用同样手段诈骗
4名旅客共计430元。之后机场派出所民警及时
找到其中一名被骗女士，为其挽回损失150元。

谎称钱包被偷
候机楼里多次行骗
深圳一男子在美兰机场被抓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记者
今天从海口市交通部门获悉，因超强台风“威马
逊”过境而严重损毁的65座公交候车亭目前已经
重建完毕，月底验收合格后将立即投入使用。截
至目前，海口已维修及新建受损站亭总量的
80%，剩余受损站亭的复建工作预计将在12月初
全部完成。

据介绍，海口现有公交候车亭653座，因之前
超强台风“威马逊”正面袭击海口，多个路段的公
交候车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站牌被风吹垮、
安全护栏变形、顶棚脱落、面板玻璃破碎等，给市
民的出行候车带来了极大不便，也增加了安全隐
患。其中海秀路、龙华路、长堤路等路段的公交候
车亭受损最为严重，候车亭相关设施几乎全部被
毁，只能重建。经过2个多月时间的加班建设，受
损最为严重的65座公交候车亭现已完成包括候
车亭设置、路面恢复、通电等在内的重建工作。

据悉，本次重建的公交候车亭在候车体验和
质量上都进行了升级，候车亭的顶棚、框架均采用
了遮阳效果更佳、抗风力更强的工程材料，在给市
民带来更加舒适候车体验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
了抗风等级。

海口65座风损严重
候车亭完成重建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洪宝光）连日
来，记者屡次接到市民打来电话，反映海口市琼山
区个别电动车销售商，给消费者开发票时不足额，
存在漏税嫌疑。

今年10月6日，海口市民李先生在府城一家
爱玛电动车销售店购买了一辆价值3180元电动
车。第二天他到车行开发票时，没想到商家告诉
他，上牌没必要开那么多金额发票，建议李先生开
2000元发票就行了。当时李先生没想那么多，拿
着发票顺利上完车牌后，觉得有点不对劲，怀疑商
家存在漏税嫌疑。

根据市民的反映，近日，记者对府城地区部分
电动车销售店进行暗访时发现，商家开发票不足
额现象比较普遍。暗访中，有的市民反映，商店少
开发票就是为了漏税，减少商家的费用。面对商
家的漏税行为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反正对个
人并没有造成损失。

在府城培龙市场对面一家爱玛电动车府城销售
店里，一名王姓经理告诉记者，现在电动车生意不好
做，商家赚钱少了，便通过给顾客少开数额发票来降
低成本，而且大多是和消费者沟通过才开的。

少开发票，商家利益得到保障，却给国家造成
损失。针对此事，记者拨打了12366税务投诉热
线，对方表示，对于开发票不足额现象，市民可以
直接向税务部门投诉，如果情况属实，税务部门会
责令商家补开发票，还根据实际情况对商家进行
相应的处罚。

购买电动车被少开发票
税务主管部门：可投诉让商家补开

社会聚焦

本报三亚10月21日电（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何海丹）辽宁邵女士来三亚
度蜜月，给亲朋好友买了311斤芒果寄
回家作礼物，结果，家人却只收到108.5
斤芒果。今天，在工商部门努力下，邵
女士追回1800元的损失。

10月14日，来海南度蜜月的邵女
士临回家前，想给亲朋好友买点海南特
色水果作为礼物。在三亚市凤凰街一
排水果摊，她看到芒果特别好，就挨个

问价，看起来差不多的芒果，有的13元
1斤，有的11元1斤，有的9元1斤。她
决定在最便宜的那个水果摊买，因为买
得多，摊贩承诺特别优惠。最后，邵女
士买了311斤芒果，加上快递费在一起
共付了2800元，现场分7个箱包装，由
摊贩打包办理快递。

17日，邵女士人还没到家，芒果就
寄到家了。但是，家人拆开包装箱一
数，总共只有76个芒果，而快递单也显
示：76个芒果总共才108.5斤，与她说
的311斤差得太多。

“当时，那水果摊贩看起来非常热
情，我知道可能会少一点，但是，没想到
会少这么多！”邵女士说，因为飞机票是
预订好的，所以她18日就坐飞机回去

了，来不及找水果摊理论，就拨打海南
省12315投诉电话，希望工商部门能帮
她追回损失。

记者从省12315指挥中心获此投
诉信息后，立即赶往三亚采访。今天上
午，在三亚市凤凰街，记者看到，邵女士
说的那个水果摊已经不见了。在附近
其它水果摊上，记者看到，每种水果都
明码标价，邵女士买的那种名为澳芒的
芒果价格都在10元以上。

附近一位摊主说，那是个临时水果
摊，时间不长，经常以价格低骗人，顾客买
一斤他只给半斤。

据了解，接到邵女士的投诉，三亚市
工商部门非常重视，立即组织人员进行
排查，找到缺斤短两的摊位，与公安、质

监、城管等部门联合执法，取缔了该摊
位，并把摊贩移送到公安部门。对于邵
女士的损失，工商部门今天下午与邵女
士取得联系，告诉她：不仅帮她挽回1800
元的损失，还将给她一定的经济补偿。

据三亚市质监局有关负责人透露，
三亚市多个执法部门联合行动，两天来
共查处9起缺斤短两的案件，有关涉案
人员都移交到公安部门，目前正在进一
步查处。三亚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说，
市场上总有一些不法分子，临时摆摊
设点，与执法部门打游击，靠超低价吸
引消费者，通过缺斤短两谋取暴利，希
望消费者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到正
规水果摊点购买水果，如果遭遇缺斤
短两，要及时拨打12315举报投诉。

买300斤芒果只给100斤
三亚工商部门查处缺斤短两水果摊，及时为游客挽回经济损失

每
周

本报五指山10月21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
讯员余军军）10月20日，本报对五指山市畅好农
场多个连队职工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进行报
道。今天，事发当天取样的饮用水水质检验报告
出炉，报告显示，样品所检验项目结果余氯、总大
肠菌群不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经过水质检验，结果显示，畅好农场八队生活
饮用水菌落总数为1500CFU/ml，总大肠菌群为
200.5CFU/ml，余氯为0mg/L，而国家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规定，菌落总数不能
超过100CFU/ml，总大肠菌群不得检出，出厂水
余氯为 0.3—0.5mg/L，末梢水为 0.05—0.3mg/
L。经过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结合职工发病症状
及体征和检验室检测结果，诊断此次畅好农场职
工是感染性腹泻。

五指山市疾控中心主任何绍甫告诉记者，目前
五指山处于枯水期，畅好农场出事连队职工饮用水
源地为高山小溪水，水量少，流动速度慢，小溪水旁
边杂草丛生，溪水里有枯枝败叶，在高温天气下，微
生物繁殖速度快，导致饮用水受到微生物污染。

五指山卫生部门和农场已经组织各连队对集
中式供水水池进行清洗消毒处理。为防止饮用水
受污染，五指山市疾控中心提出了具体控制措施，
对水源水上游300到500米内周围环境进行清
理，减少污染源，确保水源水符合农村水源水标
准，对输水管进行清洗消毒，防止淤泥和有机物质
腐败变质，清洗集中式供水池，并对水池投氯消
毒，确保末梢水余氯达到饮用水要求。

五指山畅好农场职工腹泻原因查明

系饮用水细菌超标

本报抱由10月21日电（记者张谯
星 特约记者阳宗峰 通讯员于航）“不
能收，坚决不能收，好意真的心领了
……”今天，省军区某炮兵团政治处主任
曹瀚和四级军士长李士勇再次来到乐东
中学高一学生黄政家中，再次送上6600
元“爱心款”时，又被黄政父母婉言谢绝。

前不久，省军区某炮兵团选派了十
余名优秀士官为当地中学新生军训，教

官与学生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9月13日，学生小黄接到一个陌生

来电，对方让其猜他是谁。小黄以为是
自己崇拜的军训教官，便说了出来。对
方一听，便以教官身份与小黄聊了起来。

没想到，对方第二天就打来电话，
说家人生病住院急需用钱，苦苦哀求小
黄帮忙想办法。小黄心急如焚，便偷拿
了母亲3200元钱，又找同学借了3400

元钱，分5次汇入了对方3个账户中。
9月15日，小黄感到不对劲，发现

对方手机一直关机，便把整件事情告诉
了妈妈。难道是军训教官骗学生的
钱？黄母带着小黄向派出所报了案。

小黄的军训教官为四级军士长李
士勇，服役15年，荣立三等功两次，被
省军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该团保
卫部门和派出所充分查证，案件与李士

勇无任何关系，是一起电话诈骗案。
虽然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但李士勇却

高兴不起来。想到小黄家中比较贫困，他
发起了一个爱心行动：号召全体参加军训
的班长捐款。“小孩被骗与部队没有任何
关系，战士们这么关心孩子，我怎能要他
们的钱？”黄父感动地说。通过这件事，
小黄更加崇拜解放军了。记者了解到，
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侦办此案。

假教官诈骗6600元

真教官两送“爱心款”被婉拒
万宁市武术协会成立
21日上午，万宁市武术协会成立暨

笫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在该市多功能厅
附厅举行，协会约有习武会员250人，会
议选举林表言为会长。当天，省武协及
万宁市有关部门领导到场祝贺。据了
解，万宁民间素有习武健身的传统，目前
约有52个武术队活跃在该市。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李敏 摄

10月20日，在海口市滨海大道，环卫工人为椰子树喷洒药物，给椰子树除虫保健。据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受天气的影响，特
别是受几次大台风的肆虐后，很多椰子树都遭受不同程度的病虫害，严重影响着椰子树的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为椰子树杀虫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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