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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金昌波 丁平）
省检察院今天发布消息称，海口市粮食局原局长
陈信涉嫌受贿、玩忽职守犯罪一案，日前已由海口
市人民检察院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
人陈信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陈信，
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海口市检察院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信利用担任海口市粮食
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且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公共财产
遭受巨大损失，依法应当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海口市粮食局
原局长陈信被提起公诉
涉嫌受贿、玩忽职守犯罪

海口环保污油脂处理厂、海南京森环保有限公司是经有关
部门批准的，从事废弃油脂回收、处理、利用的具备资质资格的
企业。

受国际油价行情影响 小微企业生存艰难
十几年来，海口环保污油脂处理厂一线工作人员，不顾脏

臭苦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以及客户要求，及时上门清理、疏
通、作业，确保了各单位干净、卫生、高效运行，为保证餐桌安
全、食品安全做出不懈努力，得到了职能部门和全省广大群众
的高度认可。

近几年来，国际油价行情波动较大，处于下游的海口环保
污油脂处理厂作为一家小微企业，受此影响经营举步维艰，遭
遇极端困难，不到2年时间亏损超过1000万元。为提高城市
档次和品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生活，坚决服从海口市“双创”
大局，鉴于目前严峻形势，海口环保污油脂处理厂已与海南京
森环保有限公司完成资产重组。
不法分子冒名签订回收合同 请各单位务必认真辨认审核

近段时间以来，我公司多次接到客户反映，发现一些不法
分子，假冒我公司名义，前往一些餐饮酒店、企事业机关食堂，
签订了废弃油脂回收、处理协议或合同，此举侵犯了我公司合
法权益，我公司保留诉诸法律权利。

虚假以及非法废弃油脂回收、处理协议或合同，损害了我
公司的合法利益。不受监督的废弃油脂处理利用行为，会破坏
环境卫生，增加废弃油脂非法流入食用市场的风险，甚至可能
会被非法分子用于非法用途，带来餐桌、餐饮安全隐患，甚至会
损害公众身体健康。

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身体、餐桌、食品的洁净安全，创建良
好市场发展环境秩序，我公司敬请广大餐饮企业以及企事业机
关食堂，若有人员和你们签订废弃油脂回收利用协议、合同时，
务必细心查验审核，并一定要和具备资质资格的企业签订，防
止被不法分子钻空子。我公司唯一客户服务专用号码为：
17789843888，监督投诉电话：13005081138，其它均无效或
者为假冒，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钟诚大厦A-1105室。欢
迎广大市民投诉举报侵权假冒行为，经查证属实后将给予奖励。

堵住废弃油脂流向食用市场渠道 部分项目收付费
鉴于严峻国际市场行情，最重要的是从源头上堵住废弃油

脂流入食用市场渠道，确保市民餐桌、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我
公司就部分服务收费、付费情况做出小幅度调整：

1：免费项目：隔油池指导与设计、签署专业收运合同；
2：收费项目：隔油池废弃油脂清理与运输、排污管道疏通、

隔油池废渣清理；
3：付费项目：各餐饮酒店及企事业单位的潲水油、以及烤

煎炸油。
收费、付费项目双方面商洽谈。另外，以上只是为应对形

势的权宜之计，企业收费出于无奈，主要用于弥补生产亏损及员
工工资，待市场油价回升至80美元/桶，我公司将恢复更多免费
服务项目，回升至100美元/桶后，我公司将给予适当补偿。

食品安全无小事，你我共同参与。
海口环保污油脂处理厂
海南京森环保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3日

重要声明海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团公司

诚聘英才诚聘英才！！
海旅集团是海口市国有企业,主要负责海口大型旅游文化产业项

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根据业务发展需求，急需招聘项目

策划、投融资、法律事务、工程管理、土地开发、造价审计等专业人才。

有意者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1、通过海南人才在线http://job.hainan.net/查找“海口旅游文化

投资控股集团公司招聘专栏”投简。

2、通过邮箱HTCH2005@163.com投简。

联系人：陈女士、邢女士

联系电话：68590126 68511631—8021 传真：68513455

海南省港航管理局

关于对海口港秀英港区航道实施疏浚抢通施工的通告
有关单位：

我局决定对海口港秀英港区航道进行疏浚抢通施工，为确保施
工期间航道畅通及船舶安全航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施工
水域：海口港秀英港区航道。二、施工时间：2016年7月19日至
2016年10月19日，如施工延期则另行通告。三、施工单位：中交上
海航道局有限公司。四、卸泥区：海口海洋倾倒区，具体坐标110°
14′00″E, 20°06′30″N。五、航道助航标志：施工期间将对
施工区域的航道助航标志作适当调整，请密切关注航标动态公告。
六、注意事项：凡航经该水域的船舶应服从当地海事、航道部门管
理，注意瞭望、避让，谨慎驾驶，慢速通过，以策安全。

以上事项，请有关单位转知所属船舶。
海南省港航管理局
2016年7月19日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46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海
榆西线9公里处的3785.90m2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籍）字第
Q0254号】及地上的桩基工程及地下室部分工程，参考价1466万元，竞买
保证金30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8
月17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本公
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
8月16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6年8月15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
1009454890000502；6、缴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
字第46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标的
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66533938 18689521478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名称：海口市教育幼儿园综合楼扩建项目，已由海口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以海发改社发函 (2016)826号批准建设，招标人

为 海口市教育幼儿园 ，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资，现对该项目的施工

进行公开招标。该项目位于秀英区的和谐路、蓝城大道和美林路之

间的海口市教育幼儿园内，主要建设内容为原有综合楼西侧扩建一

幢 4 层的建筑，建筑面积为 2228.69 平方米。招标控制价为

5763380.68元，计划工期210日历天。本次施工标招标要求投标人

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

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在本单位注册的建筑工程专业贰级或

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详情请登录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www.hkcein.com）。联系方式：王工15103668937。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记者金昌波 丁
平）省检察院今天发布消息称，海口市军粮供应
管理站原主任吴清新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
犯罪一案，日前已由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向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
人吴清新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吴清
新，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海口市检察
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清新利用担任海口市军
粮供应管理站主任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套取公款，以海口
市军粮供应管理站的名义与私人企业签订虚假
的储备粮仓库租金合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滥
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依法应当
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海口市军粮供应管理站
原主任吴清新
被提起公诉
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

本报五指山7月18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
讯员五纪宣）今天，记者从五指山市纪委获悉，
五指山市通什镇副镇长朱大强涉嫌违纪，目前
正接受组织调查。

五指山市通什镇副镇长
朱大强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八所7月18日电（记者徐一豪 特约
记者高智 通讯员魏小青）东方市纪委日前对一
起村委会违规克扣扶贫物资典型问题作出全市
通报：因擅自从发放给贫困户的鸡苗中抽取
2122只发放给非贫困户，该市天安乡、安都村7
名干部被给予党政纪处分。

经查，今年4月下旬，天安乡安都村委会在
发放扶贫鸡苗过程中，村党支部书记吉家民与
村委会主任刘世荣组织陈丽平等“两委”干部开
会讨论，擅自从该村本批次发放给143户贫困
户的10442只扶贫鸡苗中，抽取2122只鸡苗
（总价合计36074元）分发给108户非贫困户。

鉴于上述问题，东方市对在该次发放扶贫
鸡苗过程中履职不到位的乡干部、村干部7人
予以党政纪处分。其中，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常
务副乡长文建平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负有工
作责任的扶贫专干蒲少会、驻村干部林春给予
行政警告处分，给予驻村干部唐道发、刘文锋党
内警告处分；对直接责任人村干部吉家民、陈丽
平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克扣扶贫鸡苗发给非贫困户

东方7名干部被处分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宗
兆宣 通讯员符发）电梯安全关系到
千家万户的生命安全，不合格的电梯
材料则可能导致悲剧发生。海口一
商家却购进了一批不合格的电梯钢
丝绳对外销售，幸好被工商部门及时
查处，消除了安全隐患。

2016年4月14日，根据群众举
报，海口市秀英区工商局执法人员
对海口秀英长来运钢丝绳店依法
进行检查，现场发现涉嫌未贴标

签、未标明厂名、厂址电梯钢丝绳
一批。这批电梯钢丝绳尚未对外
销售。

经查明，这些电梯钢丝绳是秀
英长来运钢丝绳店从南通市三菱钢
绳有限公司购进并用于销售的，共
有7捆。随后秀英区工商局联合并
委托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
这些电梯钢丝绳进行抽样检验。经
国家金属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
具的检验报告，其中4捆电梯钢丝

绳的检验结论为不圆度、拆股钢丝
抗拉强度不合格，3捆电梯钢丝绳的
检验结论为拆股钢丝抗拉强度不合
格。7捆不合格电梯钢丝绳涉案货
值共计18500元。当事人对检验结
果无异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
量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
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
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
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

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
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
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
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秀英区工商局责令秀英长
来运钢丝绳店立即停止销售该种
违法电梯钢丝绳，并没收电梯钢丝
绳 7 捆，处以该店人民币 2.5 万元
罚款。

险！商家摆卖不合格电梯钢丝绳
罚！工商及时查处并罚款2.5万元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李
磊 通讯员刘英）7月15日，省人民防
空办公室对三亚国威人防工程有限公
司等6家防护设备生产安装企业进行
约谈，要求并督促其强化行业自律。

据悉，上半年，省人民防空办公
室委托人防定额站对全省8家防护
定点生产企业的15个人防工程项目
进行造价审核，发现三亚国威人防工
程有限公司、海南赛弗人防工程有限
公司、海南仁杰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中熙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司、海
南华致信人防设备有限公司、海南人
防工程咨询有限公司6家企业项目
合同价比《2013年防护密闭工程定
额》（海南基价本）高20％以上。针
对此现象，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对其进
行集体约谈。

下一步，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将采
取如下措施规范人防建设市场：一是
要求被约谈的6家企业书面向省人
防办说明理由，并请省人防定额站做
好核实工作；二是加大监管力度，消
除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国家和群众利
益的行为；三是定期向社会公布行业
自律情况，进一步健全行业监管机
制；四是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
鼓励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参与人
防建设，优胜劣汰，规范我省人防建
设市场。

省人防办约谈
6家防护设备企业

■ 本报记者 李磊
通讯员 刘华 潘群聪

盛夏，琼北，高温炙烤着大地似要
冒火。海南省军区某防化部队一场化
学应急救援演练即将打响。

“轰……”几声巨响，演练中模拟
某化工厂发生泄露，大量氯气随风飘
散。一支由观测、侦察、洗消组成的专
业应急救援队火速赶往指定区域。

封控区内，身穿防护服的上士赵
成兵拿出检测装备，检测周围污染气
体种类和浓度，将数据传回指挥组。
装有洗消剂的喷洒车驶入事故现场，
喷出的水柱犹如水龙，对泄漏罐体实
施洗消。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努力，一
场化学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圆满落幕。

近年来，核生化应急救援力量逐
渐走入公众视野，坐落在琼北的省
军区某部防化部队是海南唯一一支
省级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在海南核
生化事故救援和重大灾害中抢险发
挥了重要作用。

处置毒剂，他们样样精通

“毒剂、放射性物质无影无形，犹
如无形的杀手，与之决斗，既要在恶
劣环境下保住生命，还要完成上级赋
予的任务。”该部大队长李小胜介绍。

要入好核生化专业的门，首先得
过“毒剂”关。毒剂种类繁多，形态各
异，刚刚接触防化专业的官兵，需要进
行半年的基础理论学习，掌握各种毒
剂的特性、防护及消毒的方法等数十
种知识，并在1分钟以内穿上防护服，

戴上防毒面具，完成全身防护。
记者在该部看到，一些战士为了

熟记理论，他们自编理论知识绕口令，
利用空闲时间互相比赛，加深记忆。

他们成天与“毒魔”打交道

其实，该部并不神秘，经常出动，
只是未被察觉。近年来，他们成功完
成博鳌年会安保、中美两军人道主义
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2010年海南
特大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及灾后消毒、
抗击台风“威马逊”等重大活动，以及
十余起化学物质泄漏救援事故，受到
了各级的高度赞誉。

前年，三亚一工地发现疑似日军
遗留的化学危险品。连长段松伟和上
士赵成兵奉命前往现场排险。

疑似化学危险品的外壳形似炮
弹，锈迹斑斑。若为化学毒剂泄漏，
方圆一公里内的居民将面临生命危
险。段松伟做好全身防护，携带侦毒
器和气体分析仪，从外壳的裂缝进行
检测。“检测结果：疑似物为工业原
料，情况解除。”10分钟后，正当大家
焦急等待时，传来了段松伟的喜讯，
危机解除。

“伏魔”自有“金刚钻”

“随着核电站兴建、各类化工产
品使用广泛，核生化带来的安全威胁
日益加大，因此，要揽下核生化应急
救援的‘瓷器活’，就要有降妖伏魔的

‘金刚钻’。”该部防化技术室主任刘
艳辉介绍。

近年来，省政府相继为该部配发
了一批核生化应急救援装备，提升
了他们有效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
能力。

有毒有害气体应急检测箱犹如一
个气体检测“百宝箱”，通过不同的定
性管，定性检测多种有机和无机气体，

定量检测18种常见有毒有害气体，并
能在2至3分钟内判断出大多数有毒
有害气体的种类和浓度。手持式核素
识别仪被称为“核应急的狗鼻子”。只
要打开开关，调整参数，就能对放射性
物质进行寻源和识别。生物恐怖袭击
快速检测装置是一种便携式的检测设

备，在全身严密防护下，官兵可使用该
设备在15分钟内完成十余种常见病
原体的识别。

多年来，该部两次荣立集体三等
功，被原广州军区、海南省军区多次评
为“先进连队”。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防化战场上的尖刀部队
——探访我省唯一一支核生化专业应急救援部队

新闻追踪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马
珂）针对海南和京生殖医院为患者
注射黄体酮注射液出现群体性不良
反应事件，今天省卫计委成立黄体
酮药品不良反应处置专家组，到和
京生殖医院会诊部分患者，进行治

疗指导。
据报道，百余名备孕女子在海南

和京生殖医院（以下简称“海南和京
医院”）接受试管婴移植，注射黄体酮
一个多月后，不同程度出现红肿、痛
痒、硬块等症状。17日，省食药监局、
省卫计委两个部门全面介入。

有关部门已要求全省医疗机构
暂停使用涉事的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

有限公司生产的“150909”“160111”
“160206”3个批次黄体酮注射液，并
督促医药企业召回3个批次尚未使用
的黄体酮注射液13980支。

药检部门预计 7 月 28 日将出
示全面的检测报告来证明样品是
否合格。

今天，省卫计委召集省内三甲
医院和301医院皮肤科、生殖医学

科、药学部、妇产科等相关专家 12
人组成专家组，配合省食监局对涉
事批次针剂不良反应的调查工作，
并指导院方对出现不良反应患者进
行治疗。

专家组在海南和京医院了解了
情况后，现场检查了部分出现不良反
应的注射者，并根据她们的情况，商
议指导下一步治疗方案。

省卫计委成立黄体酮不良反应处置专家组
指导和京生殖医院对出现不良反应注射者治疗

该部官兵进行防化演练。 李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