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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6讯（记者孙慧）传
统佳节中秋即将来临，海口中秋市场销
售逐渐加热。记者今天走访发现，相比
往年，今年品牌月饼团购市场持续冷淡
萎缩，而一些本地琼式月饼却因实惠价
格和传统口味深受市民欢迎，月饼市场
大众消费成为热点。

记者今天走访了华润万家、家乐福
等超市发现，超市已经提前搭起了月饼
销售货架，各式各样的盒装月饼摆放在

超市入口，价格从90元至300多元不
等，但停留在货架前的市民却并不多。

“今年精包装月饼销售量不是很乐
观，这种销售下滑趋势已经持续好几年
了。”家乐福超市销售人员小吴说，与精
包装月饼相比，散装月饼销售情况则相
对较好，这可能和现在市民追求适量进
食的健康饮食习惯有关。

在大同路和海秀路，往年站在路边
吆喝倒卖月饼票的票贩子也少了许多。

一些票贩子表示，过去每天倒卖月饼票
收入能达到上千元，现在每天赚到三五
百就不错了。

近年来，多项高消费禁令遏制了高
端月饼市场的消费热潮，也让中秋节的
传统情结回归到了市民生活中。相比精
包装月饼市场的冷淡，一些海南本土的
琼式月饼因其传统口味和实惠价格引发
了市民的怀旧情结，销售量持续上涨。

“最爱冠琼香家的五仁月饼，30多

年老字号品牌，裹挟着一两代人的成长
记忆。”海口市民陈耿前两天在冠琼香饼
厂买了月饼，并拍了张月饼照片上传到
微信朋友圈。

新华南路椰香饼屋的销售员小
李介绍，相比于广式月饼，琼式月饼
使用的是糖浆酥皮，饼皮清淡不甜
腻，低糖低脂肪比较符合健康饮食习
惯。今年饼屋制作的椰蓉、五仁等传
统口味月饼，价格均在 7 至 10 元一

个，一筒月饼不到 50元钱，价格也很
亲民，深受市民喜爱，销售量也比往
年增加了两三成。

“如今，中秋吃月饼追求的就是传
统情结，这和过年吃饺子、元宵吃汤圆
是一样的。月饼市场就应该回归到理
性消费、大众消费。”业内人士认为，随
着中央“八项规定”的深入推进，今后月
饼市场大众消费将成为热点，走亲民路
线将成为主流。

公款高消费受遏制，月饼市场回归大众消费

好吃不贵，老字号琼式月饼受热捧

坍塌事故现场，3辆车“遇险”。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 9 月 16 日讯 （记者宗兆
宣）“轰隆”一声巨响，今天上午 7时
许，住在海口市金盘路金盘广场的业
主王先生听到声音后吓了一跳，猜测
楼下可能出现惨烈车祸，急忙跑到楼
下查看。但他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
了：楼房后面的围墙突然消失，一车悬
在塌方边缘，两车坠进了旁边的工地
深沟内。

今天上午7时30分许，位于海口市
金盘广场后面的停车场发生了坍塌事
故，由石头和铁艺建成的围墙坠进了近
10米深的工地地基内，围墙边停放的3
辆车一起“遇险”。

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金盘广场紧
挨着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工地和金盘
广场有近10米高的落差。坍塌现场已
第一时间拉起警戒线，一辆皮卡车的车
头悬空在工地上方，车尾被卡在塌方的
边缘上摇摇欲坠。另外一辆红色轿车
和一辆面包车已经坠进了几米深的工
地地基内，3辆车都不同程度受损，所幸
没有人员受伤。据该小区物业负责人
梁谊介绍，早上保安在巡逻时发现该处
围墙出现了裂缝，及时通知了物业部门
和业主，当时停车场里有十几辆车，一
些业主冒险把车子驶离现场，物业人员
也帮忙把车辆拖出来。但围墙突然出

现坍塌，围墙和栽种的树木都坠进了工
地深沟内，3辆还没来得及驶离的车辆
也一起“遇险”。

梁谊告诉记者，金盘广场小区围墙

经历过去年台风“威马逊”的考验安然
无恙。这次坍塌除了台风“环高”带来
的暴雨天气原因外，也和工地施工方加
固环节做得不到位有关。物业将协调

工地施工方尽快将停车场恢复原状。
截至记者发稿时，3辆“遇险”车辆

已被吊上地面，警方等相关部门已介入
调查，坍塌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海口金盘广场停车场围墙坍塌

“轰隆”一声，一车悬空两车坠落

本报三亚9月16日电（记者马珂）
9月 16日中午，在三亚市人民医院门
诊，患者张雅琴仅凭手中的一部手机，
不用排队就能轻松完成挂号、缴费、拿
检查结果等事项。近日，三亚市人民医
院在我省率先启用“智慧医院”项目，简
化就医流程，让患者看病不再难。

在三亚市人民医院一楼大厅内，一
个写着“挂号不排队”的导诊台格外引
人注意。

“您下载这个就医宝APP，安装注

册，就可以通过手机挂号和查看检查结
果，如果您有支付宝，还可以进行诊间
付费。”一位导诊护士正在耐心地教一
位患者使用。

“以前看病，挂号、看医生要排队、
检查缴费等等都要排队。来看个病，排
队可能要折腾一两个小时。”张雅琴说，
她前不久发现医院有了这样一种新的
挂号、缴费方式，“这样真是太方便了！”

“我在家里挂号，支付宝交挂号费，
根据短信回复的就诊时间来医院直接

就诊。看病后，检查结果直接发到手机
上，我拿着手机就可以找医生看检查结
果，最后支付宝交完药费直接拿药。”张
雅琴说。

三亚市人民医院院长田国刚告诉
记者，每年冬季，三亚都会迎来大批游
客，三亚市人民医院承担着很重的医疗
服务任务。“每年旅游旺季，我们门诊大
厅的人就排得满满的。”田国刚说，虽然
医院在每层都设置了挂号和缴费窗口，
但还是少不了让患者感到麻烦。

“‘智慧医疗’是未来的趋势，简化
就医流程，让患者有更舒适的就医体
验，是我们必须要迈出的一步。”田国刚
说，该医院是省内第一家正式开启“智
慧”项目的医院。

“我们鼓励医院探索‘智慧医疗’，并
希望借助已经建立的统一预约挂号平
台，将省内医院资源整合，患者只需要手
机下载一个APP便可以在省内任何一
家医院，体验到快捷方便的就医流程。”
省卫生计生委医政处有关负责人说。

三亚市人民医院启用“智慧医院”项目
挂号、缴费手机就能“搞定”

本报八所9月16日电（记者徐一豪 特约记
者高智）9月15日晚，宁波力天海运有限公司“通
洲6”轮船舶停靠八所港危险化学品码头装载丙
烯时发生泄漏。经东方相关部门全力排险，目前
事故已得到有效控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空气中
可燃气体在可控范围内，空气质量安全。

据悉，当天1时22分左右，“通洲6”进靠八所
港危险化学品码头（第二装卸区）3#泊位4#装卸
点，计划装载1640吨丙烯。22时51分，在进行
补装作业时，“通洲6”轮1#舱安全阀发生喷雾状，
船上丙烯发生泄漏。

码头值班调度员发现险情后，立即指示中控
人员启动消防系统，并报告东方消防部门对事故
船舶进行水喷射及水幕墙隔离。23时05分，码
头值班调度员切断根部所有工艺阀门，向八所港
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并用高频指挥撤离泊位所有
作业人员，同时，通知所有作业船舶船员撤离到码
头紧急集合点。

当天23时30分许，接到事故报告后，东方
市立即成立现场指挥部，指挥事故应急救援。现
场指挥部要求，公安部门对事故发生地半径3公
里以内进行警戒；环保部门亲自圈定监测点安排
专人对有可能影响超标的作业点及范围进行动
态监测，港内船舶做好24小时值班，确保安全；
由市安监、八所海事局、市交运局、市消防支队做
好事故调查。

据介绍，东方环保部门从15日23时30分到
16日5时32分，分四轮共对16个监测点进行监
测。从目前监测数据来看，可燃气体浓度均在合
格范围内，不会对周边环境及附近居民生产生活
带来危害。

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东方八所港一船舶
发生丙烯泄漏

相关部门成功处置，无人员伤亡，
空气质量安全可靠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武
威 通讯员李彤 王春苗）受今年第19
号台风“环高”环流和弱冷空气的影
响，9月15日海口出现了大风和强降
雨天气，民航海南空管分局积极应对
不利天气带来的影响，全力保障飞行
安全。

9月 15日，受台风“环高”外围
环流的影响，海口出现了大风和强
降雨天气。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全天
有多架次航班出现不同程度的延
误，仅下午强雷雨期间，就有12架次
进港航班备降。民航海南空管分局
及时启动台风天气保障预案，加强

对机场周边、管制区域内天气实况
的观测和预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按照台风应急保障措施，加强现场
值班管理，严格执行运行标准，全力
保障航班安全。

针对台风天气通常影响范围较
大的特点，民航海南空管分局重点
加强与周边管制单位的协调和信息
通报，为飞越航班争取最大绕飞空
域和偏航许可；天气高于运行标准
时，积极协调，有效加速航班进离
港。今明两天，民航海南空管分局
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全力保
障航班安全。

积极应对台风“环高”影响

民航海南空管分局全力护航

本报三亚9月16日电 （记者孙
婧）受台风“环高”的影响，三亚风雨天
气持续多日。这种情况下，三亚两男
子仍涉险出海钓鱼，因风浪太大致使
其驾驶的橡皮艇燃油耗尽，两名男子
跳海后失散。三亚出动多艘船只进行
搜寻。所幸最终两男子各自游回岸
边，有惊无险。

据悉，9月15日中午12时30分，
两名三亚男子陈某、符某驾驶私人购
买的皮筏艇从三亚湾海月广场附近
下海钓鱼，中途因风浪太大，燃油耗
尽，橡皮艇失去动力向外海漂移至西
岛附近。两人穿着救生衣跳海向岸
边游去。

当天下午6时左右，陈某游到海

月广场附近上岸并报警称，符某至今
不见踪影。

三亚海上搜救分中心接报后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协调南海救助局三亚
基地、三亚海事局等单位派出搜救船
抵达西岛以西海域展开搜寻，在现场
作业的两艘船也分别在崖州湾和红塘
湾展开搜寻。

晚上10时，符姓男子父亲向搜救
分中心反馈其已游到海坡村附近上
岸，并步行到家。

至此，一场惊动多部门的遇险事
件有惊无险地收场。三亚海上搜救分
中心提醒：近期三亚海域天气多变，希
望广大市民不要在风雨天涉险下海，
确保人身安全。

三亚两男子风雨天海钓遇险
三亚出动多船搜寻 两人最终游回岸边

“环高”关注关注

暴雨后多地积水 白水塘成大水塘

9月16日，暴雨过后，海口市椰海大道海口景山学校附近，即白水塘路段发
生严重积水，过路车辆和行人大多绕道行走。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 通讯员黄世锋）记者近
日从三亚市物价局获悉，三亚启动保供稳价应急
调控措施，9家超市的10种蔬菜以低于市场价
40%的价格销售，积极平抑菜价。

今年8月以来，持续高温、降雨天气导致三
亚蔬菜产量减少，加之内地菜价格上涨的影响，
三亚蔬菜批发、零售价格持续上涨。为平抑菜
价，三亚市“菜篮子”工程领导小组从近日启动

“先控后补”的差价补贴的保供稳价措施，在全市
9家主要超市平价蔬菜专卖专营区投放平价蔬
菜，并要求这些专营区销售的10种基本蔬菜品
种（菜心、小白菜、生菜等）需低于农贸市场蔬菜
均价40%的幅度销售，积极引导市场蔬菜价格回
归合理区间。

三亚市物价局副局长陈金波表示，三亚市“菜
篮子”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继续协调农业部门，
抓好灾后蔬菜生产恢复工作，重点抓好本地叶菜
生产，保证基本蔬菜品种供应等。

蔬菜产量减少 三亚出招抑菜价

9家超市10种蔬菜
低于均价40%出售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张婷
通讯员林宇）9月15日，海秀路海南华
侨中学篮球场塌陷，所幸无人员伤亡。

据了解，塌陷是由于该校内篮球场
处一侧雨水过多而造成。经该校人员
现场观察发现，塌陷呈V字型，位于篮
球场一角和花坛连接处，塌陷面积约15
平方米，深度达3米左右。

事发时正值大雨，塌方处水土流失，
有所松动。为防止意外发生，消防官兵
对塌陷周边划出一定的“红线”危险范围
进行封锁，加强警戒，不让其余人员过
往。同时校方迅速组织力量对在校学生
及老师家属等人员进行核查，以排除是
否有人员被困，确保不漏一人。

当天22时52分，经过勘察分析及
校方的排查和对目击证人的询问了解，
现场无人员被困。23时24分，消防人
员将现场移交给校方，交代校方拉好安
全警戒线，并对现场进行24小时巡逻，
防止再次塌陷造成人员伤亡。

海秀路侨中
篮球场塌陷
所幸无人员伤亡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梁振君）为进一
步加强药品、保健食品和医疗器械广告的监督管
理，规范广告发布秩序，严厉打击发布药品、医疗
器械、保健食品违法广告行为，省食药监局近日曝
光11起违法广告。

被曝光的11起违法广告涉及保健食品、处方
药、非处方药、医疗器械四种类别。其中，保健食
品违法广告1起，为威海南波湾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申请或生产的紫府园牌鱼油软胶囊；处方药违
法广告5起，包括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或申请的消糖灵胶囊、西藏神猴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或申请的二十五味儿茶丸、青海琦
鹰汉藏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或申请的十七
味寒水石丸、青海省格拉丹东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或申请的二十五味驴血丸、哈尔滨中药六厂有限
公司生产或申请的糖尿乐胶囊；非处方药违法广
告4起，包括西藏昌都光宇利民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或申请的甘露酥油丸、云南普洱丹州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或申请的降压袋泡茶、湖南省
湘中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或申请的金龙补肾合剂、
青海普兰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或申请的十味乳香
胶囊；医疗器械违法广告1起，为乌兰察布市乔氏
伟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或申请的眼贴。

我省曝光11起违法广告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郭景水 通讯员
林紫芳）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将在
2015—2016学年开展第三期全省示范幼儿园帮
扶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行动。

在第三期的帮扶行动中，帮扶形式将包括
高校整体帮扶市县（区）以及省级示范园帮扶市
县（区）机关园和乡镇中心园。在帮扶内容上，
帮扶者将围绕办园理念设计、办园特色设计、制
度设计、环境设计，深入被帮扶市县（区）及被帮
扶幼儿园，分析存在问题，指导其做好整体规
划，制定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指导做好学年园
务计划等。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有关负责人介绍，帮
扶者要积极组织“送教下乡”活动，选派优秀骨
干教师深入被帮扶市县（区）及被帮扶幼儿园
举办讲座、开示范课、交流教研信息，开展市县
（区）培训和园本培训及市县（区）教研和园本
教研；指导被帮扶者制定学期班级教学计划、
教师业务培训、教学资源分析、环境创设、安全
卫生保健工作等。

我省将启动新一轮
幼儿园对口帮扶行动

本报那大9月16日电（记者徐一
豪 通讯员罗凤灵）广西男子江某曾两
次因抢劫入狱，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
又和几名狱友混在一起，窜到海南干起
了“老本行”。负案逃到广州后，江某又
因吸毒被行政拘留，最终被发现系在逃
犯，再次锒铛入狱。日前，江某被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抢劫罪判
处有期徒刑10年。

据悉，江某系广西人，曾因抢劫罪
两度入狱。被告人江某与陈某、梁某、
郑某、何某（均已判刑）曾因在一起服刑
相识。2012年12月初，5人商议到海南
儋州市抢劫。

2012年12月4日凌晨2时许，梁某
和郑某先抢走受害人李某的摩托车，随
后，江某等5人又窜至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一收胶站实施抢劫，因被抢劫者迅
速逃离而未得逞。当天上午9时许，抢
劫未遂的江某等人回到儋州后，又持刀
抢走受害人钟某挎包一个，内有现金人
民币5000余元。

案发后不久，陈某等4人均落网，并
被判刑，唯独江某一人在逃。

2014年 9月18日，江某因吸毒在
广州被拘留，后经拘留所进行核对后，
被确定为儋州市公安局网上追逃人
员，被儋州警方押解回琼受审。

海南二中院认为，被告人江某伙同
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或胁
迫手段抢劫被害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
抢劫罪。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
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海南二中院依法
以江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5000元。

在逃抢劫嫌犯吸毒被抓现“原形”

一天抢劫三次
一审获刑十年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张婷
通讯员林宇）为加强辖区内易燃易爆场
所消防安全监管工作，杜绝易燃易爆场
所火灾事故的发生，近日，海口消防龙
华大队联合多部门深入坡巷路开展易
燃易爆经营网点联合检查行动。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一燃气
网点存在无证经营情况，且钢瓶老化、
摆放不规范，配置的灭火器也过期失
效、电线乱拉乱接等。针对检查发现的
问题，检查组立即对该场所存在的违法
情况进行查处，提出整改意见，并将对
燃气网点今后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复
查，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此次联合检查重点检查了液化气
罐是否过期、消防设施设备是否完好有
效、销售人员是否了解掌握基本的消防
常识、场所是否存在“三合一”现象等。
检查共发现安全隐患7处，下发隐患整
改通知书2份，城管部门依法暂扣煤气
瓶11罐。

海口整治坡巷村
易燃易爆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