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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抱由12月10日电（记
者侯赛 梁振君）根据群众举报，
乐东黎族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近日端掉一家涉嫌无证无照
生产饮用桶装水的“黑窝点”。

11月 24日，乐东食药监局
接到匿名举报，国营抱伦农场九
队有一家涉嫌无证无照违法生
产饮用桶装水黑窝点。执法人
员立即赶赴现场突击检查，发
现“黑窝点”生产厂房面积约
100平方米，厂房简易、生产设备

简陋、生产环境脏乱差、无任何防
护消毒设施，存在极大的食品安
全隐患。

据执法人员介绍，今年6月
23日，此窝点因无证无照生产，
曾被执法人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书停止生产，但没过几个月，又顶
风违法生产饮用桶装水。执法人
员调查确认后，依法对该厂电源、
生产设备、空桶等设备设施进行
查封。

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记
者张靖超）昨天上午，三亚市食
药监局召开发布会，通报该局与
三亚市工商局联合开展农村食
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3个月以
来取得的成果。据统计，此次行
动查处食品违法案件57宗，查
扣侵权仿冒食品及劣质食品

1608.11公斤，捣毁制售假冒伪
劣食品窝点4个。

三亚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
人陈维杰告诉记者，此次专项整
治行动重点针对无证无照、销售
使用无合法来源食品和原料、生
产经营侵权仿冒和劣质食品等4
项违法行为。

无证无照生产桶装水
乐东一“黑窝点”被端

本报讯（记者侯赛）近日，白沙
黎族自治县牙叉桥南食药监所执
法人员在辖区内进行监督检查时，
发现位于桥南路农机学校楼下的白
沙牙叉恒永广兴隆商店涉嫌销售过
期的预包装食品，其中有深受小学生
喜爱的爆辣牛筋、光头强之打熊棒、
飞刀牛肉片、真欧阳海苔丝等辣条食

品，共计4种30件，货值10.5元。
30件产品，仅10.5元货值，算

下来，平均一件才3毛多。仅从食
品的生产成本上，就可一窥这些辣
条营养价值到底有几何了！

据食药监部门执法人员介绍，
“五毛”食品多为油炸类、膨化类的
素食或面食，含有大量添加剂，儿

童长期食用会增加肝脏和肾脏的
负担，影响身体健康，且这些食品
易存在“三无”、过期、变质的现象，
所以要培养科学、合理、健康的消
费理念，拒绝“五毛”小食品。

食药监部门希望群众积极举
报，发现问题食品，及时拨打12331
投诉。

含大量添加剂，长期食用会增加肝肾负担，食药监部门提醒：

孩子，不要再吃“五毛”食品了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陈剑英）“许多食品店达
不到规定要求，监管部门无法发放许
可证。但群众又随时随地需要食品消
费，这些店不能一刀切地全部取缔。”
省食药监局食品流通监督管理处负责
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为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监
督管理，近日，省食药监局专门制定

《海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巡查指
南》。根据巡查指南，我省将对有不良
信用记录的小作坊增加监督检查和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频次，并将其名单及
时向社会公告。

据介绍，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
对从事食品生产、食品流通经营、餐饮
服务有明确的条件要求，如环境卫生
条件、场所面积、设备设施条件、布局

要求、食品贮存要求等。具体到小作
坊、小摊贩、小餐饮这些“三小”食品生
产点，实施许可的话，其很难符合条件,
不实施许可，其又涉嫌无证照经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具体管理办
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制定。目前，我省包含小
作坊监管在内的《海南经济特区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尚未正式出台，小
作坊监管暂时无法可依。

新近出台的《巡查指南》对小作坊
巡查的频次、巡查的主要内容及小作
坊禁止生产的产品目录等进行明确，
要求各市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
原普查建档基础上进行查缺补漏，彻
底摸清我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底
细，全面掌握小作坊业主名单、联系电

话、地址、数量、所加工产品的类别、规
模、质量状况、存在的隐患等，逐步实
现档案电子化管理和动态更新。

《巡查指南》规定，小作坊产品限
于在本乡镇销售，并不得进入商场、超
市；本市县已有获证企业生产的食品
品种，并且其产量可以满足市场需求
的，则小作坊生产的同类食品不得进
入酒店、学校食堂。

本报定城12月10日电（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黄
荣海）“一查就知道这肉是从哪里
运过来的。”59岁的定城镇居民林爱
妹阿婆在和安农贸市场称了一块猪
肉，凭借电子秤打印的条形码小票，
她在食品安全查询机上输入小票号
码，屏幕上立即显示这块肉来自哪
家屠宰厂、产地、动物检疫证号、供
货商等，“现在吃肉放心多了！”

记者今日从定安县商务局获
悉，自今年6月开始启动肉品流通
追溯体系以来，定安县肉品流通追
溯体系正逐步完善，目前已建成仙
沟农贸市场、和安农贸市场、塔岭
农贸市场3个经营场所和定安中
学、城南中学等5个团体消费单位
为肉品流通追溯体系试点单位，形
成了肉类从产地来源、批发环节到
零售消费全程可追溯的肉菜流通

追溯体系。
据了解，肉品流通追溯体系是

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肉品流通
的索证索票、购销台账的电子化，从
而形成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
任可追究的质量安全追溯链条。

简单地说，通过肉品流通追溯
体系，顾客可以用追溯码，从一块
猪肉，便可查到这块肉来自哪家的
哪头猪。

一块肉来自哪头猪，都可查清
定安启动肉品流通追溯体系

我省制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巡查指南

小作坊产品不得进商场超市

三亚严厉打击农村食品市场违法行为

3个月查处案件57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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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对5584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法依据进
行了全面梳理，并规范了3877项各类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形成了政府“权力清单”，借此来保障公民权
利，约束政府行为。我们要进一步清理不合时宜的
法规，不断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良
法善治。

政府是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推进依法行政，
政府守法是关键。政府尊法则利民，枉法则害民。
建设法治政府就要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
责任法定化，使各级政府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
政行为，在执法、行政的各个程序上规范行使权力；
还要建立相应的权力约束机制、监督保障机制，让行
政权力在阳光监督下运行、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从而
把行政权力关进法治笼子里。只有各级政府争做权
力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公共政府，大力推
动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制化，才能保障“政府行有轨，
权力不越位”。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
施。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政府执法要严格，要做到法定职责政府必须为。
执法部门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依法惩处各类
违法行为，尤其是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行为；同
时，还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解决懒政、怠政行为，
惩处失职、渎职行为，纠正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严
惩“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不正之风。只
有严格执法，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规范行政行为，才
能不断适应依法治省新常态，不断增强政府的执行
力和公信力。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各级领导
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
能力，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唯
有如此，才能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
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

坚持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

主编：张成林 美编：许丽专题

少年先锋队：
年少技精不怕苦

日前进行的Gopro世界女子长板职
业冲浪冠军赛上，来自万宁渔村的14岁姑
娘黄莹莹是此次比赛中年纪最小的选手，
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黄莹莹来自万
宁少年冲浪先锋队，此次比赛是先锋队首
次参加高规格的国际职业冠军赛。而这
支队伍，也是中国第一支少年冲浪先锋
队。

为了培养国内冲浪人才，同时紧跟国
际上培养冲浪选手的黄金年龄段，2012年
9月，万宁决定成立少年冲浪先锋队，让万
宁的孩子跟国外的孩子相比，不输在起跑
线上。挑选队员的任务，日月湾冲浪俱乐
部的老板曾山接下了。

“我们家在附近的田新村，起先给女
儿报名只是想让她学学游泳、锻炼身体。”
就这样，黄莹莹被母亲杨爱妹送到了少年
冲浪先锋队。和黄莹莹一起学习冲浪的，
还有附近渔村的12名孩子，他们只能在每
个周末前来学习冲浪。

“冲浪很好玩！”黄莹莹笑着说，第一
次下海冲浪时，跟着海浪的节奏，居然慢
慢站了起来。她与生俱来的平衡感让曾
山和教练们很是惊讶。冲浪很有趣，可体
能训练却让孩子们吃了不少苦头。

曾山和另外两名外籍教练“小龙”、“豆
腐”每个星期六都来训练小队员的体能。烈
日下的沙滩晒得烫脚，十几岁的孩子们还要
忍受炙烤和高温，在沙滩上跑步、压腿、俯卧
撑、保持冲浪时的技术姿势等等。起初的各
项体能训练对一个长时间不运动的成年人来
说，都难以坚持，更何况是一群孩子。加上曾
山、“豆腐”的严格要求，小队员们更是叫苦。

“我们不听话时，‘豆腐’也会生气，他
一生气，就不搭理我们了。”黄莹莹偷偷告
诉记者，虽然在训练的闲暇时间，教练也
带着小队员做些游戏，但还是难改“凶巴
巴”的形象，大家有时叫他“臭豆腐”。艰
苦的训练、严格的要求，都没让当时12岁

的黄莹莹萌生过退意。有一次，黄莹莹在
海里时甚至被冲浪板砸伤了下巴，鲜血直
流，可她却没流一滴眼泪，稍微包扎一下
就继续训练了。“这些，我都不敢让父母知
道，怕他们担心，可最遗憾的，可能就是寒
暑假和周末没法和同学们一起玩。”黄莹
莹说。

“国外的冲浪运动都是从小抓起，但先
锋队的孩子们进步非常快。像黄莹莹，只
经过两年的训练，就可以参加国际比赛，同
世界冠军一起在浪尖上，这本身就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豆腐”表示，他也希望这些
孩子们能够好好享受“冲浪”所带来的纯粹
快乐，将来能带动更多当地人去了解冲浪，
体验冲浪。

看着在浪尖上飞舞的外国选手，黄莹
莹露出羡慕之情，“他们太厉害了！我也
想成为职业选手，去国外比赛。”

“你会冲到什么时候？”旁边有人问她。
“冲到不能冲为止。”黄莹莹轻轻说

着，腼腆而又坚定。

冲浪国家队：
冲向世界的舞台

11月底，国际冲浪协会中国杯男女短
板赛正式在日月湾开赛，值得一提的是，在
率先开赛的ISA中国杯赛中，东道主中国队
是首次组队参赛。铁桩、黄漠雨、许景森、张
良、杨雪（女）、杨佳睿（女）组成了中国首支
国家冲浪队。虽然6人遗憾出局，但他们坦
承，能和高手一起比赛就已非常荣幸。

执掌首支中国国家队的是彼特·唐恩，
他是ISA/ ASP冲浪界第一个世界冠军。
说起他来中国队执教，首支中国国家冲浪
队组建人之一的李健豪则在中间起了牵线
搭桥的作用。来自意大利的李健豪因为喜
欢中国，喜欢冲浪运动，如今已经长期定居
三亚。说起这支国家冲浪队的组建过程，
李健豪说：“很简单，他们6个人是目前中国

冲浪队中最优秀的选手。”而为了组建这支
国家队，教练李健豪也曾到青岛、深圳等地
的冲浪俱乐部里精心挑选。

作为中国队主教练，皮特强调最多的
就是“这是中国队的第一次”。他说：“中
国队需要走出国门，更多参加比赛增长经
验。”而他最大的愿望则是发掘出更好的
中国年轻冲浪选手，让他们更多站在世界
的舞台展示自己。

在冲浪运动上已经走了5年时间的内
蒙古汉子铁桩是中国冲浪国家队的队长。
被称作“中国男子冲浪第一人”的他参加过
大大小小国内国际冲浪比赛。晒得黝黑、
笑容灿烂，是铁桩给人的第一印象。而他
在爱上冲浪之前，只是在日月湾帮游客拍
照的打工者，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在这里玩冲浪，慢慢开始尝试这项运动。

“我几乎是自学。冲浪没有捷径，只有多
练。”铁桩说，冲浪对他而言已是一种生活
方式，冲浪之余，便在沙滩酒吧打打零工。

冲浪带给铁桩的还有很多，从没有丝
毫的英语基础到现在可以与外国人流畅交
谈，到有机会去国外体验当地冲浪文化
……“可以说，冲浪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铁桩说。

对于冲浪国家队的队员们来说，无论比
赛结果如何，都意味着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冲浪俱乐部：
凝聚一群人的梦想

大概10年前，几个来自日本的冲浪爱
好者发现，从浪花的高度、频度，水质、水
温等多个指标衡量，万宁日月湾都是难得
一见的冲浪胜地。当各地的冲浪好手纷
至沓来，日月湾冲浪俱乐部便应运而生。
这也是中国第一家正规冲浪俱乐部。

今年37岁的曾山是冲浪俱乐部的负
责人。出生在内陆城市的曾山从小就喜
欢水，他因为水而迷恋上了冲浪，因为冲

浪而选择了万宁。2012年7月，曾山独资
接手万宁日月湾冲浪俱乐部。十多年经
营钢材生意积累的资产，本应是曾山“退
休”后生活的保障，但为了推广冲浪，他不
断将自己的“养老钱”投入其中。2013年
5月，他精心筹办的冲浪滑板公开赛因资
金问题几近夭折，无奈之下，他将自己的
爱车，一辆购买仅3年的牧马人卖了，才挺
过了难关。如今，日月湾的冲浪赛事接连
进行，国际冲浪、滑板运动品牌蓝色极限、
Vans、Skullcandy等品牌也先后与俱乐
部达成合作意向，并为日月湾冲浪俱乐部
举办的活动提供赞助，为少年冲浪先锋队
提供装备支持。

在日月湾，冲浪俱乐部已然成为地标
性的建筑。开放式的酒吧，别具一格的冲
浪用品商店，甚至还有书吧，晚上能看冲
浪电影，整个俱乐部弥漫着浓烈的冲浪文
化。“今年，前来日月湾冲浪的人数是去年
的5倍。”日月湾国际冲浪俱乐部工作人员
李静来自深圳，在两年前第一次来到日月
湾冲浪，此后便决定在这里留下来，“冲浪
能给人自由快乐的感觉。很多冲浪爱好
者和游客白天玩冲浪、沙滩排球、足球等，
晚上围坐在沙滩上喝啤酒、吃烧烤、听音
乐和唱歌跳舞。海南话、普通话和英语混
杂在一起，大家感觉很轻松、自在。”

像李静一样，因为热爱冲浪而选择留
在俱乐部的还有很多。汪瑾哲今年刚从海
南大学毕业，之前做过微博营销和酒店管
理，现在在俱乐部担任市场营销。“冲浪在
中国是个新生却非常有前景的运动。我觉
得，这项推广冲浪的工作，是我可以为之付
出的。”这个带着黑框眼镜的瘦瘦男生说。

冲浪俱乐部的标志，是个长着两个长
长犄角的水牛头，水牛的眼睛里却是海浪
上冲浪者的身影。“之前的日月湾就是这
样，海上有人在冲浪，岸上有牛在吃草。”
曾山笑着说，如今，冲浪运动的成长速度
令人惊异，可他却不希望俱乐部发展得太
快，“我希望中国能有更有基础、更为扎实
的冲浪文化。我们一直在努力。”

（晁悠 陈循静）

日月湾畔浪花翻滚，冲浪健儿争相竞逐

“弄潮”万宁“逐浪”世界
有着翠绿的海岸和细软的沙滩，万宁日月湾，和海南岛很多地方一样，凭着一道道永不歇止、翻卷不息的浪花，成为与夏威

夷、法国西南海岸等久负盛名的海滩相提并论的冲浪胜地。
这里，出现太多海南乃至中国冲浪界的第一。人们开始发现，他们世代依傍的这片大海，也成为了一把通向世界的钥匙。

冲浪选手在比赛中。 西海 曾觉 摄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谐

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对税

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诺：严守

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检举的税

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法将税款收

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检举奖金

数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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