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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张杰）昨天，河北
大学海南校友会成立大会在海南迎宾馆隆重举
行，来自全省各地的历届校友代表等120余人欢
聚一堂。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河北大学海南校友
会章程》，成立河北大学海南校友会第一届理事
会，并选举产生了海南校友会会长、执行会长、副
会长、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专程带队赶来的王培光副校长代表河北大学发
表致辞，为河北大学海南校友会授牌，他对海南校友
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同与会校友一起回顾了学校
94年来的办学历史，分享了近年来的办学成就。

河北大学海南校友会是经河北大学校友会批
准，在海南校友的积极筹备和组织下成立的，旨在
全面整合海南校友资源，建立河北大学的校友沟
通平台，秉承该校“实事求是、笃学诚行”的校训精
神，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河北大学海南校友会
在海口成立

本报海口9月 20日讯（记者金昌
波 特约记者佘正斌 杨瑞明）今天上午，
武警海南省总队举行宣布命令大会。武
警部队政治部主任方向宣读了国务院、
中央军委的命令，任命武警8670部队政
委雷万军为武警海南省总队政委。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志荣，省政
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省武警总队第
一政委李富林，省武警总队原政委戴金
益出席大会，会议由省武警总队司令员
孙建锋主持。

会上，方向高度评价了戴金益同志
任职期内的履职能力和工作业绩，介绍了
雷万军同志的工作经历和主要特点。方
向指出，近年来，武警海南省总队在武警
党委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部队

建设保持了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各项
任务完成圆满。他希望总队新的领导
班子认清形势，把握大局，锐意进取，真
抓实干，把部队全面建设不断向前推
进。他指出，海南总队要更加注重从思
想上政治上建设部队，提高部队核心军
事能力，注重夯实部队建设发展基础，
注重党委班子自身建设。方向还要求，
武警海南省总队要自觉服从地方党委、

政府的领导，积极参加驻地经济建设和
各项社会事业，勇于承担急难险重任
务，以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发展的
优异成绩回报省委、省政府和人民群众
的关心厚爱。

陈志荣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方向一
行来海南指导工作表示热烈欢迎，向离
任的戴金益同志为我省武警部队建设做
出的突出贡献和对省委、省政府工作的

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近年
来，武警海南省总队自觉服从国家经略
南海和国际旅游岛建设大局，圆满完成
以执勤处突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特别是
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重大国事活动、党
和国家领导人来琼视察等重大活动安
保，应对自然灾害、处置突发事件中，发
挥了主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为海南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重大贡献，赢得

了全省人民的高度信任和广泛赞誉。省
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总队建设，希
望总队新的党委领导班子继续保持和发
扬光荣传统，带领广大官兵忠实履行职
责使命，为构建平安海南、和谐海南、法
治海南，全面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实现
绿色崛起做出更大贡献。

新任总队政委雷万军在会上作了任
职讲话。

武警海南省总队举行宣布命令大会
雷万军出任武警海南省总队政委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开发建设，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大乐城先行区
招商力度、提高招商实效的要求，日
前，我省派出政企代表团出访英国、奥
地利和瑞士，进行招商活动并取得务
实成果。

通过举办小型推介座谈会、一对一
项目洽谈对接、实地参访等形式，我省代
表团在三国共举办16场招商活动，拜访
英中贸易协会等6家商协会，对接洽谈
21家医疗健康企业；推动海南省政府与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英中贸易协会和奥
地利联邦商会，海南省商务厅与奥中商

业协会，以及海南省卫计委与英国医疗
局、英国独立医生联合会等机构达成多
层次的战略合作。

此次招商活动还促成海南第一投资
集团和美丽田园集团2家海南企业与伦
敦骨科医院等5家境外企业签署5个合
作协议，双方将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通过合资、人员交流、技术引
进、特许经营、参与管理等形式设立合资
合作医院，在骨科、肿瘤、心脏病、医学美
容、抗衰老、科研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
同时，加快推动海航奥美德合作项目等
2个项目落地。

三国医疗健康产业界十分看好海南

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前景，对乐城先行区
表现出浓厚兴趣，愿进一步积极深入参
与先行区的合作开发建设。

又讯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
应邀出访英国、奥地利和瑞士，于9月
18日结束访问返琼。

（鲍讯）

博鳌乐城先行区赴欧招商
与境外企业签署5个合作协议，加快推动2个项目落地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李雪芳 符永甘 实习生李丹）昨天上午，我省
2015年国家司法考试开考，为期两天。我省今年
共有3650人报名参加考试，人数创历史新高。

下午3时，副省长李富林巡视了海口市第一
中学高中部考点。

据了解，今年我省设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
三亚市实验中学2个考点，共有123个考场。

省司法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为确保今年考试
平稳、安全，全力打造“阳光司考”，今年我省首次
启用了考点安全管理系统进行人脸识别入场检
查，并实行考生“裸考”制度，规定考生只能携带准
考证和身份证入场考试，考试用品全部由考区免
费提供。同时，针对4G通讯网络商用的实际，考
场新增购置配备增强型4G手机信号屏蔽器，充
实技防一线，升级手机信号及Wifi屏蔽级别，并
与公安部门和无线电监督管理部门组成协调工作
机制，加强考试反作弊与考试安全工作，保障考试
顺利进行和考生安全顺利参考。

2015年国家司法考试开考

人脸识别
打造“阳光司考”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单憬
岗 邓海宁 通讯员王亚琴 王媛）今天
上午，“政企共建、打造双创示范街”启
动仪式在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街道办举
行，大英路海航“双创”示范街建设正
式启动，200多名志愿者响应号召参
加了义务劳动。

海口市市政市容委协同市委组织
部、高新区管委会、致公党等“双创”挂
点单位参与了启动仪式，海航基础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发展控股有
限公司现场捐赠了3辆执法电瓶车。

“这将形成‘双创’挂点单位、辖区
职能部门、驻地企业联建共建，合力促

‘双创’的良好局面。”海口市“双创”工
作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市委常委、副
市长巴特尔说。

仪式结束后，海口市、美兰区、海
口高新区以及海航集团的志愿者约
200人，清理了龙舌坡417大院小区、
三亚驻海口办事处等3个“三无”小区
的卫生死角，以及龙舌坡的背街小巷
和龙峰社区的小广告等。

大英路海航“双创”
示范街建设启动

关注海口“双创”

处罚时间

2015.1.6
2015.1.6
2015.1.14
2015.2.4
2015.2.4
2015.2.6
2015.2.12
2015.2.12
2015.2.12
2015.2.13

违法企业名称

陵水英州美欣西点蛋糕店
陵水英州诺斯蛋糕坊
陵水新村吴勇吸饮力店
琼海嘉积哥们牛腩饭店
琼海嘉积湖湘一品楼餐饮店
临高临城万家惠超市
乐东抱由辉华百货商行
澄迈嘉隆迪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澄迈福山福星商行
万宁万城名鼎阁咖啡厅

法定代表
人姓名
蒋 平
翁爱帮
吴 勇
陈春雷
李天资
文先志
陈少华
吴厚勤
张昌云
郭小莉

地址

陵水县英州镇英榆大道200号
陵水县英州镇英榆大道239号
陵水县新村镇第二市场水产路18号
琼海市嘉积镇金海中西三路11号
琼海市嘉积镇兴海中路15060号
临高县跃进路180号
乐东乐城信宜同乡大厦楼下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文明路62号
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农贸市场门口
万宁市万城镇光明北路安置区

主要违法行为

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添加剂香精
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添加剂色素
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咖啡红茶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啤酒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啤酒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用油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海马贡酒等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咖啡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炼奶
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鸡肉

海南省食品药品违法行为曝光台1号
2015年1~2月销售、使用过期食品案件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
2015年9月7日

注：如果发现类似违法行为，请拨打12331向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一、必须保证生产车
间30米的范围内无开放
式厕所、禽畜养殖场、垃圾
场、粉尘、有害气体等污染
源存在。

二、必须设置相对独
立和封闭的包装车间，每
次使用前30分钟开启紫
外灯等空气消毒设备进行
消毒。

三、必须在包装车间
入口处设置通过式预进
间，包装工作人员更衣、洗
手、消毒后方可进入车间。

四、必须组织从业人
员每年体检1次，获得有
效健康证明方可上岗。

五、必须在消毒前对
餐饮具实施除渣、去油、浸
泡、冲洗的预处理。

六、必须将预处理后
的餐饮具在含氯消毒液里
浸泡5分钟以上。

七、必须严格执行餐
饮具消毒卫生安全规定。
冲洗用水温度须保持在
60～80℃；蒸汽式高温消
毒 隧 道 须 保 证 温 度 在
100℃以上，消毒时间在
10分钟以上；电子管发热
式高温隧道须保证温度在
250℃以上，消毒时间在2

分钟以上。
八、必须在消毒后的

餐饮具独立包装上标注企
业名称、地址、联系电话、
消毒日期、保质期等内容。

九、必须配备表面清
洁度检测仪等检验设备，
对每批次产品进行抽检，
并出具合格证。

十、必须每月至少向
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送 检 产 品 1 次 ，按 照
GB14934对感官指标、理
化指标、大肠菌群和致病
菌进行检测。

十一、必须使用密闭
车辆配送消毒餐饮具，用
前要清洗消毒。

十二、必须使用有盖
垃圾桶封闭存放垃圾，每
班次下班前清理干净。

十三、必须保持车间
清洁，每天对玻璃门窗和
墙裙清洗，每周对厂区周
围环境进行“四害”杀灭。

十四、必须建立台账、
留存单据，如实记录洗涤
剂、消毒剂、包装膜等原料
采购日期、数量、品种、规
格、生产商及消毒餐饮具
销售日期、数量、规格、用
户等信息。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必做清单”

4月底，媒体先后报道了海口市多
家集中消毒餐饮具企业存在消毒水、洗
碗水不经常更换等问题，对此，海南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海南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全省57家餐饮具
集中消毒单位和部分使用集中消毒餐
饮具的餐馆进行了认真排查摸底，针对
存在影响卫生安全的问题，拟定了餐饮
具集中消毒单位和餐馆使用集中消毒
餐饮具的“必做清单”和“禁做清单”，并
印发企业和餐馆执行落实。5月、6月和
8月，我局对餐馆使用的集中消毒餐饮
具进行了抽检，合格率分别为78.95％、
83.82％、90.48％，卫生质量逐步提升。
为更好地维护广大消费者使用集中消
毒餐饮具的卫生安全，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全省集中消毒餐饮具单位和使
用集中消毒餐饮具的餐馆必须按“必做
清单”和“禁做清单”进行整改（见附件
1-4）。

二、我局将每月在餐馆抽检集中消
毒餐饮具，并公布检验结果。各餐馆只
能从公布的合格产品名单中选购集中
消毒餐饮具（见附件5）。对使用不合格
餐饮具的餐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依
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六条规定，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
销许可证。

三、未列入已公布合格产品名单的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按照“必做清单”
和“禁做清单”整改后，须委托有资质的
检验机构对产品进行检验，产品合格后
方可申请列入公示合格产品名单。

四、请消费者在使用集中消毒餐饮
具时，查看餐馆的消毒餐饮具合格证和
保质期，发现餐馆提供不合格集中消毒
餐饮具的，可拨打12331举报，一经查
实，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年9月21日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告（2015年第9号）

关于禁止使用不合格集中消毒餐饮具的
公 告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禁做清单”
一、不准使用有毒有害、来历不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洗

涤剂、消毒剂、包装膜及餐饮具存放容器等。
二、不准在清洗线上放置个人用品。
三、不准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容器盛装已消毒餐饮具。
四、不准从业人员带病上岗和佩戴饰物进入消毒、包装车间。
五、不准出售无有效合格证明的餐饮具。
六、不准配送包装破损、被污染、损坏的消毒餐具。
七、不准与消毒餐饮具同车混载有污染性的物品。

餐馆使用集中消毒餐饮具“必做清单”
一、必须从省食药监局公告的合格名单中采购消毒餐饮具。
二、必须指定一名监管员，负责消毒餐饮具的验收、登记、发

放等管理。
三、必须当场验收每批次的消毒餐饮具，按总量1%～2%的

比例，抽样检查产品包装密封性、感官品质、标签是否合格。
四、必须设置封闭专间存放未使用的消毒餐饮具。
五、必须设置专门区域存放使用过的餐饮具。
六、必须每天对餐饮具存放专间、专门区域清洁1次，每周消

毒1次。
七、必须如实记录所购的每批次消毒餐饮具生产单位名称、

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
八、必须留存消毒餐饮具供货方的每批次送货单及产品合格

证明。

餐馆使用集中消毒餐饮具“禁做清单”
一、不准在公告的合格企业名单之外采购集中消毒餐饮具。
二、不准接收送货单无公章、无合格证明的消毒餐饮具。
三、不准在消毒餐饮具存放专间放置其他物品。
四、不准将未使用和使用后的消毒餐饮具同区域混放。
五、不准向消费者提供包装破损、有污渍、无生产日期、无合

格证明、超保质期的消毒餐饮具。
六、不准虚假登记或不登记每批次消毒餐饮具的信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产品名称

海口双喜乐餐饮具

海口福乐康餐饮具

海口金椰康餐饮具

海口金椰福康餐饮具

海口康乐福餐饮具

海口羽潔餐饮具

海口康美洁餐饮具

海口飞语餐饮具

海口鑫心可餐饮具

海口鑫鸿达餐饮具

海口兴泰康餐饮具

白沙新雅洁餐饮具

保亭保洁餐饮具

保亭康美餐饮具

昌江美洁餐饮具

澄迈乐嘉乐餐饮具

澄迈颖川餐饮具

澄迈康乐福餐饮具

澄迈益康餐饮具

澄迈洁邦餐饮具

儋州绿洁餐饮具

儋州喜刷刷餐饮具

定安保食洁餐饮具

东方康洁餐饮具

东方喜乐多餐饮具

乐东嘉洁餐饮具

序号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产品名称

乐东永康餐饮具

乐东和康餐饮具

乐东康加餐饮具

临高百岁餐饮具

陵水康洁餐饮具

琼海富贵人餐饮具

琼海惠你康餐饮具

琼中福康餐饮具

琼中洁尔康餐饮具

三亚德益餐饮具

三亚民心餐饮具

三亚佳洁餐饮具

三亚民康餐饮具

三亚恒宝利餐饮具

三亚康兴餐饮具

三亚乐尔康餐饮具

屯昌洁宝餐饮具

万宁兴洁餐饮具

万宁万安餐饮具

万宁万滨餐饮具

万宁乐尔康餐饮具

万宁力洁餐饮具

文昌永发餐饮具

五指山万家洁餐饮具

洋浦康益餐饮具

洋浦福尔康餐饮具

2015年8月从餐馆抽检集中消毒餐饮具合格产品名单

海口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服务大厅搬迁公告

我局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已从金贸西路6号

金山广场诚意阁一楼，搬至国兴大道海南大厦副楼

北侧一楼办公。9月21日（星期一）起全面对外办

公，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联系电话：归集管理科：66556561

信贷管理科：66538913

特此公告。

海口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2015年9月21日

五指山金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再次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7HN0076-1号
受委托，按现状再次公开转让五指山金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一、基本情况：五指山金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翠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13日，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1,000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咨询服务；投资服务；财务顾
问。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五指山市海榆北路的一宗土地，面积为16,
288.5m2（约24.4亩），土地证号：五国用（2012）第135号，用地性质为
出让地，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金翠公司100%股权。

根据卓信大华评报字（2015）第0500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14年12月31日，金翠公司资产总额评估值2719.79万元，负债总
额评估值75.39万元，净资产总额评估值2644.4万元。详见卓信大华
评报字（2015）第0500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二、挂牌价不低于2689万元，公告期为2015年9月21日至2015
年10月22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
交易21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66558034孙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9月21日

9月20日，以“海口‘双创’海报同行”为主题的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双创”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在海南日报社举行，集团300多名职工身穿统一文化衫参加“双创”誓师大
会。会后，集团员工走上海口街头进行“双创”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海口“双创”
海报同行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邓海
宁 单憬岗 通讯员罗莼 黄灵灵）“任
性的电动车如何管理？”“出租车改革什
么时候开始？”9月20日晚，在海口广播
电视台1000㎡演播室内，《亮见》“双创
六问”第一场交通整治问政现场直播。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率海口
市四套班子领导出席活动。

孙新阳表示，针对节目中暴露出
的问题，相关部门要拿出切实的整改
措施，并对不作为、慢作为和推诿扯皮
的责任人严肃问责。在“双创”工作
中，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从谏
如流，充分听取群众对热点难点问题的
呼声；要树立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反思
在干部队伍、管理、作风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坚决加以整改；要按照“随时准备
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凡是有
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
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
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
耽误地改”的要求，从严从实，落细落
小，全力以赴打赢“双创”攻坚战。

“双创”首场问政
现场“亮见”

◀上接A01版
他说，海南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武警海
南省总队的建设发展，在政治上关心、建设上支
持、政策上倾斜，近年来总队官兵的工作、训练、生
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有效促进了部队能力素质
的提升。武警海南省总队一定要以此为动力，在
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更好地履行使命，完
成好维稳处突任务，为海南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作出应有贡献。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志荣，省委常委、秘书
长胡光辉，副省长李富林，武警海南省总队司令员
孙建锋、原政委戴金益、新任政委雷万军参加会见。

罗保铭会见武警部队
政治部主任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