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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实习生 符彦姝

今年4月，海口市民黄女士养的
宠物狗金毛误食有毒物品，黄女士将
其送到附近的宠物诊所，诊所的宠物
医生建议黄女士为金毛狗注射一剂强
心针，花费300多元。

记者在走访多位养宠物人士后发
现，他们对宠物看病贵、宠物诊疗价格
参差不齐等觉得不合理。

宠物医院自主定价

5月18日，海口市民符女士到家

附近的宠物医院，为其所养的宠物猫
做剖腹产手术，宠物医院收取符女士
3000多元。尽管觉得“挨宰”，符女士
只能“默默”。符女士并不是个案。陈
女士养的沙皮狗，最近食欲不振，家附
近的宠物诊所医生诊断为肚子有虫，
便开了进口驱虫药拜宠清，一片药要
100多元。

“宠物诊所往往根据主人对宠物
的重视程度，随口要价。”“小动物也不
会说话，医生说是什么病就是什么病，
说怎么治就怎么治。”……记者来到海
南省小动物保护协会，会员们的吐槽
连天。

记者从海口市物价局相关部门了
解到，我省宠物医院的费用实行市场
自主定价，并无统一标准。

大多医生无从业资格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海口市农业
局备案的具有对外诊疗资格的宠物医
疗机构，海口有12家，但是实际上海
口的宠物医疗机构远远不止12家，甚
至很多宠物服务中心也提供诊疗服
务，并且有相当多从事诊疗服务的人
员并无兽医从业资格证书。

5月22日下午，记者来到海甸五
西路一家宠物服务中心，在该宠物中
心的业务第一栏大字写着“医疗”二
字，进店之后该店唯一一名医生告诉
记者，他可以根据自身经验给宠物看
一些基本的病症。经询问，该宠物医
生承认他没有兽医从业资格证，只是

兽医专业毕业。
海口市农业局副局长顾贫表示，

严格意义上，对于申办宠物诊所的
要求是必须至少有一名有兽医从业
资格证的医生，申办宠物医院的则
至少有3名有兽医从业资格的医生，
同时要有一定的场地和仪器进行动
物诊疗。

政府监管难度大

给宠物看病须有兽医从业资格。
目前，海口从事宠物诊疗的不仅是登
记在册的医院、诊所，记者走访发现，
绝大多数宠物服务中心均提供诊疗服
务，且大多诊疗服务并不开具处方，全
凭经验进行诊疗。

顾贫表示，对于没有对外诊疗许
可证的宠物医院，农业局会在职权范
围内禁止其进行诊疗行为，并催促其
办理诊疗许可证。

“但只有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
可以进行具体的执法行为。”海口市动
物防疫检疫站站长林志杰表示。

“首先不易取证，因为大多诊疗
行为都是无处方进行，检验检疫所即
使接到消费者投诉，进行监管，也难
以找到诊疗证据，这增加了监管难
度。”林志杰说。“另外，由于宠物诊疗
收费属于市场定价，诊疗收费行为没
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所以每家诊疗机
构的诊疗价格参差不齐，这也是无法
进行监管的。”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

海口大多宠物医生无从业资格，仅12家宠物医院属“正规”

“宠物医疗”病得不轻，该治了！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许环峰）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纪委监察局日前对履行主体责任
不力的该县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新平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

据了解，王新平作为保亭县粮食局主要负责
人，对下属单位保亭县新政粮食购销储备公司监
管不力，致使该公司出现了虚假粮食轮换、低价
出售粮食、私设“小金库”、挪用专项资金等违纪
问题。保亭县纪委监察局经报县委县政府同意，
给予王新平党内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

保亭粮食局局长被处分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郭景水）今天上
午，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墨桥乡亲教育发展促进
会，携手中国狮子联会海南会员管理委员会西沙
服务队、海口市乡贤文化研究会，为红旗镇墨桥
小学的70多名学生每人捐赠了两套校服，送来
了300多本书籍，以及足球、篮球等体育用品。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墨桥乡亲教育发展促进
会筹建于2004年，2012年正式注册成立。2012
年来，促进会累计组织发动当地乡亲助学捐款86
万元。

一乡亲促进会捐资助学

5月24日清晨六时许，一场突如其来的急阵雨过后，海口市的西边上空惊现了双道彩虹奇
观，整个过程持续将近二十分钟，彩虹的出现为夏日椰城增添了梦幻的色彩。图为滨海公园彩
虹横挂天空的美景。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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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计思佳）近年
来，随着海口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加大，一批新
的街道已基本建成。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民政局
了解到，为提前做好地名命名规划，同时提高公
众参与地名命名规划的积极性，海口市民政局
将拟定的54条道路命名方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地名命名原
则要尊重历史、体现规划、通俗易懂、好找好记；
含义健康，简明通俗，一路一名；道路专名特色
鲜明，突出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城市
规划等特点；新建街道按层次化、序列化、规范
化的要求予以命名。

此次向社会各界征求命名意见的54条道
路中，包含海口美丽沙项目的8条道路，美兰机
场4大功能区的8条道路，海口市区的4条街
巷，美安生态科技新城3大功能区的34条道
路。54条道路的具体命名情况，市民可登录海
口市民政局网站查看：http：//hksmz.haikou.
gov.cn/，征求意见将于5月30日截止。

海口54条路等你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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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儋耳粽，飘香满椰城。
5月8日至 12日，“粽爱一

生”儋州粽子宣传推广季声势浩
大，28家儋州粽商齐聚海口，共
售出粽子61.8万个。5月14日
至15日，在2016中国·海南名粽
展销会上，儋州粽子销售额达49
万元，订单数量达50万个。

前后合计不足一周时间，儋
州粽子仅在海口就销出逾百万
个，火爆程度空前。多家粽子企
业负责人感慨地说，关键在于儋
州市委、市政府给我们搭建了政
策、创业和宣传营销平台，因而能
够事半功倍，一路畅销。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政企合力打响儋州粽子品牌
名与实相符

近年来，儋州市委、市政府都要发出“粽动
员令”，着力推动儋州粽子品牌建设。

2014年，“粽动员令”发出后，儋州市多个
部门联手，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开展“品香
粽、摘黄皮、游儋州”系列活动。

2015年，儋州市委、市政府再次发出“粽动
员令”，10多个部门和相关协会、团体闻风而
动，深入开展“儋州粽子文化推广季”活动。除
了成功开启推广季，还发动网友、摄友组成采风
团，体验儋州粽子等地方特色产品及其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为加快培育精品名牌，近年
来，儋州市财政每年列出专项资金，支持粽子产
业加大品牌建设力度。同时，要求将“儋州粽
子”作为一个整体来包装、推介和经营。

过硬的质量是品牌的根本支撑。为推动儋
州粽子树立品牌，该市已成功将儋州粽子打造
并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经过多次检测，儋州粽子没有质量安全问
题。”儋州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副支队长温碧峰
说。他介绍，该市食药监局多举措确保粽子质
量安全，既加强节日市场的集中监管，又坚持做
好平时的常态管理，不断提升从业人员的质量
安全意识。 （平宗 张琳）

5月24日，在喜庆的鞭炮声中，
儋州又一家粽子厂家——儋州那大
稻香美食品厂宣告成立，给儋州粽子
的生产又注入新的活力。

“我们厂能够在短时间内成立，
关键在于市委、市政府和儋州粽子行
业协会共同筑起了发展平台，给我们
提供了创业机遇。”儋州那大稻香美
食品厂负责人劳志成说。该厂与海
南国朝粽子产业有限公司签约，由该

公司专门负责营销，将“稻糯鲜”粽子
远销到省外大市场。

在生产环节，儋州市农业、商务
等部门，引导粽子厂家加强合作。产
业的作用力是双向的。“儋州粽子厂
家是跑海鸭蛋的大客户，尤其是端午
节期间，70%的跑海鸭蛋成为粽子原
料。”儋州逢秋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陈汉洲说。儋州广和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田传明透露，他与多个农业

合作社合作，力推儋州粽子新品种，
旨在打造儋州粽子的高端产品。

除了从原料方面延伸产业链，
儋州粽子在销售渠道上也在不断
拓展。多家快递企业有关负责人
反映，每年端午节期间，该市快递
业务都会迎来高峰期，在省内主要
发往海口、三亚等地，在省外发往
多个省份。

在营销渠道上，儋州还积极通过

淘宝网、糯米网、美团网等购物网站，
将“儋州粽子”销往全国多个城市。
近年来，通过政府积极引导和协调，
多举措打响以“儋州粽子”为代表的
美食品牌：组建“儋州美食品牌联
盟”，促进美食产业自身规范化、标准
化；培育多个营销伙伴，打造海南首
家美食“线上销售+线下体验”的新营
销模式，逐步使儋州成为“海南西部
美食旅游中心城市”。

2015年 5月28日，儋州市人民
政府推出《儋州市打造农业知名品牌
实施方案》，明确品牌创建以“统一规
划、企业主体、归口负责、全程服务、
共同协作、多方联动”为原则，并提出
用三年时间，打造儋州粽子等九大省
内外农业知名品牌。

同年，由儋州市商务局牵头策划

的“儋州粽子文化推广季”，形成了
“政府主导+协会主推+产业主唱+企
业主体+产品主打+媒体推介”的推
广路径。

近几年来，儋州市每年都有上千
万元的财政资金，用于粽子品牌推
广、技术奖励等方面，各相关部门积
极主动地为粽子厂家提供服务。

如今，该市30多家具备常年生
产能力的粽子厂家以及各镇有独门
绝活的粽子作坊，每天都在接二连
三的订单中加足马力生产。“儋州市
委、市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激发了全
市粽子厂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儋州市粽子行业协会会长王
开元说。

有识之士指出，儋州市委、市政
府加以引导和扶持的“有形之手”，与
儋州粽子厂家顺应市场规律的“无形
之手”，通过紧密携手，形成了生生不
息的神奇合力，不断彰显儋州粽子的
品牌效应。2015年，儋州粽子共销
售850万个，销售收入首度突破1亿
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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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粽爱一生”儋州粽子宣传推广季启动现
场，消费者在购买粽子。 舒晓 摄

技术人员正在化验室对粽子进行
安全检测。 舒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