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查处的

企业（个体）名称 品名

18

海口秀英区陈跃平冷库 鸡肉、凤爪、猪肚 114

澄迈金江曾小玉三鸟冻品店 鸡翅、鸡尖 12.5

乐东乐城远发冻鸡店 猪肚、鸡翅 75

乐东县乐城亮发冷冻批发店 猪肚 90

乐东县陈海丽冻品摊 凤爪、鸡全翼 63

乐东县郭忠明冻品滩 凤爪 15

临高县李赛湾冷冻食品批发行 凤爪、鸡全翼、鸡尖 330

陵水椰林陵城味美冷冻店 冷冻三节翅 30

陵水椰林陵城新兴冻品店 鸡肫 12

文昌文城天汇冷冻食品店 蟹柳棒 108

昌江石碌恒通冷冻食品商行 猪手、猪肚 349

定安定城镇标冷冻肉摊位 鸡尖 60

琼海嘉积宝真商业广场 猪肚、鸡全翅、猪小排 165

琼海嘉积恭喜冷冻食品销售店 猪舌 25

琼海鸿达商行 凤爪、鸡尖、鸡翅 330

琼海嘉积陈霞咸杂摊 凤爪、鸡翅 90

三亚丽珠卓大食品商行 鸡翅、凤爪 133

三亚万鑫冻品商行 牛肉、鸡翅、鸡软骨 166.1

重量
（公斤）

家存储销售
走私冷冻肉类产品
企业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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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榜样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张振汉 胡启灵）5月15日确
定为全国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
日。海口警方针对当前网络诈骗特点，
梳理了近期海口发生多起网络诈骗典
型警情，通过以案说法的方式揭露其作
案手段特点，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范意
识，防止上当受骗。

类型一：办理信用卡诈骗

典型案例：2015 年 3 月某日，受
害人李某收到一条代办高额信用卡
的短信，后李某与对方联系，对方发
了个网站让李某登录该网站并填写

申请表，李某按对方要求将自己姓
名、身份证号、交行账号及密码等信
息发给对方，同时在对方的指导下进
行操作，事后发现交行卡内 20 万元
现金被转走。

防范建议：广大市民办理信用卡应
通过正规渠道进行办理。

种类二：网络购物诈骗

典型案例：2015年3月某日，受害
人黄某登录“某商城”网站购买一件衣
服，后商家打电话过来说因故不能发
货，需给黄某办理退款，黄某便加了对
方的QQ号联系，对方发了一个网站过

来，让黄某把个人姓名、身份证号、银行
账号、账号密码及验证码输入对方指定
的网页，先后3次盗刷黄某银行卡内现
金11997元人民币。

防范建议：与卖家完成订单后，若
有自称是售后客服的人打来电话以支
付失败等各种理由告知交易失败，要求
再次网上操作的要提高警惕，该人很有
可能是骗子。先弄清对方真实身份，若
无法识别对方身份，宁愿退掉订单，千
万不要跟从对方的提示进行操作。

种类三：网络兼职诈骗

典型案例：2015年3月某日，受害

人钟某与同学QQ聊天时，发现同学的
微博转发有“机会是留给行动的人，不
加不问你怎么知道如何坐家赚钱”的信
息，遂通过网站提示加了对方QQ，在对
方发回网络链接后，钟某按对方要求通
过支付宝购买东西，第一次成功购买后
对方退款并支付佣金，随后钟某又先后
24次购买操作，对方不再退款，被骗
42000元人民币。

防范建议：首先，无论是找工作还
是做网上兼职，凡是需要自己首先付钱
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不可信的；其次，不
要参与任何不合法的兼职活动，比如刷
淘宝信誉本身就是一种协助商家不诚
信的活动。

办信用卡反被刷走20万，网络兼职却被骗了4万多

网络诈骗小伎俩 避免上当看这里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吴孝俊

5月 13日傍晚，初夏的阳光微微
灼热，一阵海风吹过，空气凉爽了些，
临高县调楼青年之家开始热闹起来，
玩耍的孩子、看书的学生、打球的青
年、拉家常的老人，三三两两聚拢在一
块，或安静或跳跃的身影，融绘成一幅
和谐的画面。

“调楼居委会自从有了这个青年之
家，这里已成为当地青年人休闲、健身、
学习交流的重要场所。”共青团临高县
委书记陈慧告诉记者，调楼镇作为临海

渔业大镇，人口众多，其中，仅调楼居委
会就有14000余人，16-36岁之间的青
年人约占了一半，但一直以来休闲娱乐
设施缺乏，每逢节假日或休渔期，闲散
在家的青年之间，就常常发生喝酒、滋
事、打架斗殴等事件，为此，团临高县
委、调楼镇委共同决定，要在调楼居委
会建一处青年之家，希望通过鼓励文明
健康的休闲活动，缓解这一难题。

2012年，在多方支持下，调楼居委
会修建了一处篮球排球两用灯光球场
和一处文艺演出大舞台，共青团调楼镇
委还在附近增设了阅览室，“青年之家”
就这样建了起来。

为吸引周边居民尤其是闲散的青
年人利用好这些资源，2013年，临高县
调楼镇在此组织举办了全镇范围的青

年排球赛，200余名参赛选手和近千名
观众，让排球这项运动随之流行起来。
此后，每天到青年之家打球交流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2014年，调楼居委会又举
办了“五四”青年排球赛，报名参赛者积
极踊跃。

“青年之家不仅让当地青年人喜欢
上休闲活动，还促成了不少好事，是青
年人结识互助的平台。”共青团调楼镇
委书记李友军说，每逢寒暑假之际，青
年之家还是返乡大学生和青年志愿者
开展公益活动的阵地，他们组织的夏令
营、冬令营活动每次都能吸引众多中小
学生参与，读书、学习、交流的氛围日渐
浓厚。

今年32岁的渔民黄良永是青年之
家的常客，如今，临近休渔期，他的渔船

已停止出海，赋闲在家的他喜欢每天下
午都去青年之家转转，通过打球结识的
朋友，谁有困难他都竭力帮忙，还积极
扶持青年人创业。例如，一年前，黄良
永在青年之家认识了同乡青年钟清河，
但后来听说此人不务正业，爱喝酒，经
常打架斗殴，于是，他主动找钟清河聊
天，表示愿意投资，鼓励他创业。后来，
钟清河便在黄良永的支持下，在镇墟开
设了一家网吧，生意很快红火起来。

“青年之家改变的不仅是当地青年
的生活习惯，也让一种文明的风气蔓延
开来。”黄良永说，如今，走进青年之家
的不仅有青年人，还有很多老人和小
孩，大家在这里交流、学习、活动，文明
有序，并且很是自在。

（本报临城5月14日电）

这里可休闲娱乐，这里可关怀互助，这里可学习提高

调楼青年，有个公家订制的家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11岁的孩子能做什么？三亚罗蓬
小学5年级学生吕子霞给出的答案是，
只身在田地摘辣椒补贴家用；独身照顾
家里两位亲人——爸爸和弟弟……

11岁孩子撑起一个家

“一个月前孩子父亲突患肾出血，
连下床站立都成为难事。孩子的母亲
早年改嫁，如今只剩下子霞照顾父亲和
9岁的弟弟。”罗蓬中学教导主任符永杰
说，为照顾亲人，吕子霞申请休学一个
月，学校获悉她的情况后，发动全校师
生捐款，已在校支教8年的鸣鹰支教队
也积极发动募捐。

今天，记者走进吕子霞位于罗蓬

村的家里，不足10平方米的黑暗空间
里，唯一的光明是垂在半空的老式灯
泡，电线已经脱落。在黑暗的最深处，
是一张破旧的床，吕子霞的父亲吕权
文虚弱地躺在上面。除了亲戚送来的
电视机，床成了家里唯一比较完整的
家具。床上散落着药盒和婴儿护理
垫，一根导管顺着床沿向下垂落，另一
头系在她的父亲吕权文的身上。床边
的空地上，随意摆着一张草席，是吕子
霞和弟弟吕子帆的床。

中午放学后，吕子霞带着一同上学
的弟弟赶忙回到家中，拿起一条湿毛巾
熟练地为父亲擦身。随后，吕子霞走出
屋子来到公共厨房，收拾着碗筷，蹲在
灶台前，架好生火用的柴禾。每天，不
到1.4米的吕子霞，都需站在比她高的
灶台前，熟练地完成生火、做饭等一系

列家务活。
“生病之后，妹妹会过来帮忙做

饭，如果妹妹不在，是孩子照顾我。
我们现在和哥哥住在一起，但哥哥身
体也不好，很多时候还得靠孩子。”
吕权文说。

爱心汇聚救助小天使

“很小就懂得照顾爸爸，大家时常
帮助她，村里将争取为她申请低保。”罗
蓬村委会负责人透露，现在村里的辣椒
正在采摘，农户一般都会雇人，吕子霞
和弟弟主动要求采摘辣椒，帮家里挣
钱，有时辣椒辣得眼睛流眼泪，手却不
停，成年人一天的工钱是100元，姐弟俩
的采摘量不及成人，出于照顾，村民仍
给每人70元。

罗蓬小学是三亚学院鸣鹰支教队
坚持8年的支教点，获悉吕子霞的情况
后，队员们开始利用QQ、微信、微博联
系和发布信息，自发募捐。许多老队员
第一时间转来善款，队长吴苗的支付宝
账号里，有许多 5 元、10 元的转账信
息。两天的时间里，273名各界爱心人
士，已捐款13195.2元。

连日来，一则题为“我愿寻来一群
天使，努力扑闪翅膀把他们拉出命运的
泥潭”的募捐微信被大量转发。“5月11
日晚上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每个人积
极策划，次日早上发起鸣鹰支教队队内
募捐倡议，并制作微信贴，4个小时后通
过微博和微信向校园、向社会发起倡
议。”鸣鹰支教队负责人马晓伟说，许多
已经毕业的支教队员听闻吕子霞的故
事，都被她的坚强所打动，从全国各地

踊跃捐款。
郑琪凡曾经是罗蓬小学的支教老

师，毕业两年的他，发动自己身边的朋
友和同事，一共捐了600元的善款；今年
大三的退队队员李娅楠家庭条件并不
宽裕，但也从生活费中捐了500元；三亚
学院人文分院的一名英语老师，听闻学
生的募款活动后，在第一时间捐了500
元的善款……

“子霞是我的学生，她的情况让我
很心疼。”作为罗蓬支教小队的督导，三
亚学院学生傅露露不仅将自己的生活
费捐了出来，还说动父母，争取到母亲
500元的捐款。

“拉手就能成舟，希望大家都能帮
帮这个特殊的家庭，将吕子霞一家拉出
绝望的泥潭。”马晓伟说。

（本报三亚5月14日电）

母亲早年改嫁，父亲突患肾出血，在众人帮助下她艰难支撑着贫困的家

懂事的小子霞，抗争厄运还有我们

本报那大 5月 14日电 （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代金环）今天，我省在
儋州市新州镇实验小学开展公开销
毁非法盐产品行动，除了告诉学生
们拒绝非碘盐，还现场给他们免费
发放加碘盐。

当天，包括该校学生在内，还有全

镇干部职工以及周边群众，逾千人参加
这项活动。省盐务局免费发放加碘盐
1吨，并销毁非法盐12吨。

今年5月15日是我国第22个“防
治碘缺乏病日”，宣传主题为：“科学补
碘，重在生命最初1000天，预防智力残
疾从胎儿开始。”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吕书圣）昨天晚上10时30分
左右，海口市龙华路友谊商业广场的一
家餐馆厨房抽油烟机发生火灾，消防官
兵和商场工作人员成功疏散25名群众，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据了解，此次火灾着火面积约3平
方米，海口消防支队119指挥中心接到
群众报警后，立即调派11辆消防车和
53名官兵赶往现场扑救。经侦查发现
商场六楼的“匠子烤鱼”厨房的抽油烟机
排烟管道着火，消防官兵迅速将火扑灭。

火灾发生后，龙华区消防部门迅速
展开火灾原因调查，初步认定起火部位
位于友谊广场六楼的匠子烤鱼厨房的抽
油烟机管道。由于抽油烟机跟烤鱼机器
共用一个排烟管道，烤鱼机器中使用的
木炭产生的火星，被吸进排烟管道后，引
燃了排烟管道里的油垢。

海口消防部门指出，类似饭店属于
公众聚集场所，饭店（餐馆）用气、用火、
用电量大，稍有不慎极易发生火灾事
故。设置在商场中的饭店应加强自身的
消防安全管理。针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
所出现一些使用木炭等明火的餐饮企
业，消防部门将制定更加完善的管理规
范，防范火灾隐患。

烤鱼炭火星钻进
排烟管道引火灾
疏散25名群众，幸无人员伤亡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邓海宁）海口市
食安办日前发布谨慎购买“辣条”产品食品安全消
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购买“辣条”产品要通过正规
渠道，并留存购物凭证，特别是不要在无证摊贩购
买此类产品。市民如发现食品市场存在问题“辣
条”产品，或发现违法生产经营“辣条”行为，可及
时拨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电话12331。

近日，国家食药监总局组织抽检“辣条”产品，
抽检结果显示部分产品存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
腐剂、色素以及菌落总数超标等问题。

海口市食安办提醒消费者在购买“辣条”产品
时，要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整，包装标示的产品生
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配料表、“QS”标识、生产
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等内容是否齐全；同时应注意
产品有无油脂酸败气味以及油渍渗出问题，如有此
类问题切勿购买。

海口市食安办下一步还将通知各区食药监部
门和市食安委各成员单位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普及
食品安全科普知识，重点覆盖学校及周边商店、集
贸市场、批发市场等“辣条”销售较为集中的场所
地区，严厉查处违法生产经营问题食品的行为，切
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海口食安办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慎买“辣条”产品

我省开展公开销毁非法盐产品行动

销毁非法盐12吨 免
费
发
放
加
碘
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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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黄涛）今天，省食药监局公开曝光了18家存储销
售走私冷冻肉类产品企业（个体户）名单。

据了解，今年4月29日，省食药监系统进行
了继去年8月份以来，第5次全省范围内统一行
动，共检查302个冻库和销售摊点，对涉嫌储存销
售走私肉类制品的18家企业（个体户）进行了查
处，扣押涉嫌走私肉类产品食品2.3吨，主要有鸡
爪、鸡尖、猪肚、牛肉等10多个食品品种，分别来
自美国、日本、阿根廷等9个国家。

18个存储销售走私
冷冻肉商家被查处

本报三亚5月14日电 （记者孙婧 通讯员
李季刚）5月14日上午，三亚市中院刑事审判庭
依法对被告周玉红等4人涉嫌贩卖毒品案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在庭审安检过程中，安检员检查到
三名旁听人员携带海洛因1包、冰毒15包（瓶）、
麻古1包。

今日上午9时许，该案4名被告人的亲友陆
续来到法院旁听。中院法警支队安检组对每名
旁听人员进行安检。在检查到一名约30岁女子
的手提包时，发现有疑似毒品的物品与一把小
刀，法警立即对该物品进行扣押，并报告当班支
队领导。

当庭审进行到11时，又有两名男青年要求
参加旁听。法警对其中一名男青年的单肩挎包
检查时，也查出疑似毒品物品。此时两人互相对
了一下眼色夺门而逃，留下单肩挎包。经过派出
所干警的清点，当日上午共查出海洛因1包、冰毒
15包（瓶）、麻古1包。

贩毒案开庭
旁听人员携毒品被查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 （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崔善红）海口一盗窃6人团
伙多次到小区挨家挨户实施盗窃并屡
屡得手，曾经在一晚上盗窃亚洲豪苑8
家财物，并低价销赃用于挥霍。5 月
14 日，记者从龙华区法院获悉，该犯
罪团伙成员均被该院以抢劫罪、盗窃
罪等判刑。

2014年5月30日凌晨，被告人刘某
环、杨某俏、刘某等三人窜至海口亚洲豪
苑小区预谋入室盗窃他人财物。三人瞄
上了亚洲豪苑状元楼一至三楼共8户，
然后采用从阳台爬入房间的方式盗窃，
有高档手表、手机、笔记本电脑等。

这不是盗窃团伙在亚洲豪苑第一次
作案，也不是最后一次。同年5月19日
凌晨，杨某俏、陈某龙窜到亚洲豪苑湖景
居1A，从阳台潜入被害人李某家中，从
李某家中窃取笔记本电脑2部、苹果手
机1部、三星手机2部。

同年6月4日凌晨2时许，这个团伙
中刘某环、杨某青到亚洲豪苑状元楼某
房，由杨某青在楼下望风，刘某环从水管
爬上窗户，准备从窗户潜入被害人杨某
家中实施盗窃。刘某环在将杨某家中窗
户的纱窗拆掉时，吵醒了正在睡觉的杨
某，杨某发现有人准备入室盗窃，就跑到
窗口喊抓贼。

刘某环被发现后，马上顺着水管
爬下去与望风的杨某青会合，小区内
保安发现后对二人进行追赶。在逃跑
过程中，保安尹某被对方用砖头砸中
颈部，两人翻越铁门逃脱。公安民警
当晚抓获杨某青，从其身上扣押部分
赃物。

据悉，该盗窃团伙共6人，平时二三
人一组到海口多个小区盗窃作案，将盗
窃来的财物卖给凡某涛销赃。经法院
审理查明，刘某环等6人共计盗窃财物
数额13.14万余元。被告人刘某环、杨
某青在实施入室盗窃时，被他人发现后
当场使用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抗拒抓
捕，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应
予惩处。

近日，龙华区法院分别以抢劫罪、盗
窃罪等，判处6人有期徒刑5年至10个
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被告人凡某
涛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
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

一晚盗亚洲豪苑
8家住户财物
一盗窃团伙被判刑

公交站
建到村口
5月 11日中午，在海

口郊区的羊山主干道昌荣
村附近，工作人员正在修
建公交站，以方便乘客上
车落客。

据了解，随着该地区
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冯
小刚电影公社的建设不断
深入，各种相关的配套设
施也逐步完善，带动了该
地区乡村建设的发展。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张谯星 特约记
者朱晨鹏 通讯员林春）11日，临高边防支队向海
口海关移交40多吨走私冻肉。这批走私冻肉由
该支队在临高思远养殖场码头查扣，涉案价值30
余万元。

记者从临高金牌边防派出所了解到，5月8日
晚，该所得到可靠线索，一辆货柜车从思远养殖场
码头装载可疑货物，正准备前往海口。随后，金牌
边防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进行堵截和盘查。

民警仔细盘查后发现，货柜车中装载鸡爪、牛
肉等冻品，约40吨，无任何相关证件和手续。与
此同时，另一组民警火速赶往思远养殖场码头展
开调查，发现另一可疑车辆（来自广西），装载鸡爪
等冻品2.5吨。经审讯调查后，涉案人员、车辆及
货物已移交海口海关处理。

临高边防查获
40多吨走私冻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