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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今年为民办十大实事确定

我省加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工作

以
“零容忍”态度
应对食品安全问题

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
致力幸福三亚打造

拟投入 2.7 亿元

拟投入 11.8 亿元
保障民生

2 完善三亚中小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北师大基础特色名校

十大实事

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

1 重点对农村危房改造进行补贴，给予建档立卡家庭贫困生教育资助，
促进贫困人口医疗、养老等社保覆盖

其他
城乡医疗保障方面

发展教育拟安排

拟安排 1.38 亿元

资金 3.4 亿元

3

帮扶残疾人和法律援助，
实现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城乡全覆盖

4 建设
“菜篮子”
，补贴常年蔬菜项目建设，
保障菜篮子铺面摊位及平价菜销售网点正常运营
5 促进文化、体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服务品质
6 提供便利交通，
对公共交通给予公益性财政补贴、改善农村地区通行条件
7 加强市政排洪排污管网等基础设施改造管理，
建设垃圾终端处理中心，
提升居住环境
8 加强城乡医疗保障，推进三亚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
9 助推
“美丽乡村”
建设，
着力推动中北部山区饮水工程实施

环保方面拟投入 1.7 亿元

本报三亚 1 月 9 日电 （记者林诗
婷）记者日前从三亚市政府常务会议
获悉，三亚已明确 2017 年十大为民办
实事事项，拟投资 11.8 亿元助力三亚
民生事业，支持教育事业、城乡医疗保
障、环境保护及“美丽乡村”建设等发
展，以解决民众所需、所盼的问题，不
断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致力幸福
三亚打造。
根据方案，三亚拟在 2017 年投资

10 对农民小额贷款给予贴息和奖补
11.8 亿元助力民生事业，主要内容涉
及巩固扶贫成果、发展教育、帮扶残疾
人和法律援助、建设
“菜篮子”
、文化体
育和旅游建设、提供便利交通、排洪排
污及垃圾处理、城乡医疗保障、
“ 美丽
乡村”建设、农民小额贷款贴息等十大
方面，共计 34 个为民办实事项目，全
面发展民生福祉建设。
据了解，三亚将着重向教育支持、
城乡医疗保障、环境保护及“美丽乡

村”建设等方面发力，以此促进更幸
福、更宜居城市的打造。具体而言，
在
发展教育方面，拟安排 3.4 亿元，完善
该市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学校
标准化建设，同时将打造北师大基础
特色名校，在原有基础上再新增 10
所学校；在“创文巩卫”背景之下，三
亚今年在环保方面亦有所倾斜，在排
洪排污及垃圾处理方面，拟投入 1.7
亿元，加大对该市区干道整治及排洪

涵 整 治 ，进 行 雨 水 管 网 修 复 及 排 洪
渠、污水管道等工程改造，并实施该
市海棠区龙江垃圾终端处理中心工
程，营造良好居住环境；
在城乡医疗保
障方面，
拟安排 1.38 亿元，
推进该市医
疗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此外，还将安
排资金为该市活产新生儿提供免费遗
传代谢病和听力筛查，提高出生缺陷
发现率，减少出生缺陷所致残疾；同
时，该市还将投入 2.7 亿元推进“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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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
建设，
并着力推动中北部山区饮
水工程实施，解决该市天涯区北部山
区、育才生态区等 14 个建档立卡扶贫
村及立才农场等地居民长期饮用不合
格地下水的问题。
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民
生建设要解决民众最急需、最盼望、反
映最强烈的问题，三亚要进一步加大
实施力度，尽快落实为民办实事事项，
助力幸福三亚打造。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
新院区揭牌

菜篮子憨儿爱心平价超市海口开业

本报海口 1 月 9 日讯 （记者计思佳 通讯
员梁艳华）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新院区已搬迁
完毕，今天正式揭牌试业。同时，该院位于琼山
区府城街道办宗伯里的老院区继续营业，改名
为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宗伯里分院。
据了解，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新院区位于
椰 海 大 道 市 疾 控 中 心 正 对 面 ，总 建 筑 面 积
21400 平方米，新院区编制床位 350 张，新增 64
排 CT、中 C 臂、DR 等大型先进设备，能开展二
级医院所有诊疗技术。增设手术室、产房、检验
科、新生儿室、ICU、血透室 6 个层流区，增加气
动物流传送系统，优化药品和检验标本的传送
方式，进一步完善信息化建设，推进医院全数字
化管理，相对老院区在硬件设施设备方面有了
很大的提升。

系我省首个智障青年就业点

本报海口 1 月 9 日讯 （记者郭萃
丁平 通讯员林晓婵 周泓林 陈菁华）
今天上午，我省首个智障青年就业点
——菜篮子憨儿爱心平价超市开业。
目前，该爱心平价超市已为 9 名残疾
人及残疾人子女提供了就业岗位。
据了解，菜篮子憨儿爱心平价超
市位于海口市琼苑路，是“憨儿喜就
业 求职你我帮”公益志愿服务项目助
推的落地项目之一。该项目由海口海
事局发起，海南省统计局、海南省残联
和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等单位共同合作实施，
旨在帮助智障
青年融入社会，实现自立，减轻智障人
士的家庭负担。该项目获得了第三届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和海
南省 2016 年志愿服务项目银奖，入围
了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
进典型活动的最佳志愿服务项目终评。
“很多市民来买菜以后，发现是残
疾人在为他们服务，就直接把找零的
钱投入旁边的捐款箱里，营造了助残
扶残的氛围。”副店长郑从江说，残疾
人员工也有自己的优势，虽然他们行
动不便，但是却更用心来做事，
比一般
人更珍惜这份工作。
海口海事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局自 2014 年起连续 3 年前往海南（海
口）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了解到，在接受 10 年学校教育和康复
治疗后，有就业需求的智障青年因为
没有就业平台和就业途径，几乎又全
部回归到家庭，这既浪费了智障青年
在校期间的技能培训和康复努力，也

关注2017年
第四届海南年货展

2017第四届海南
年货展15日开幕
美食小吃让你“逛吃逛吃”
停不下
本报海口 1 月 9 日讯 （记者罗孝
平）2017 年第四届海南年货展将于 1
月 15 日开幕，
展期为 8 天。据悉，
本届
年货展除了打造
“一站式”
年货盛会外，
还将献上一场美食盛宴。
据了解，目前已经有内蒙古纯羊
肉串、烤肠、卡通蛋糕、澳洲牛排、台湾
炸鸡排、海南特色米糖、花生糖、芝麻
糖、湛江烤生蚝、西安肉夹馍、Q 酱猪
蹄等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入住此
次年货展，让你
“逛吃逛吃”停不下。
本届年货展的地点选择在海口大
型购物中心新城吾悦广场。新城吾悦
广场的周边配套也将升级，
在广场周围
拥有万人海鲜广场、
即将投入使用的海
南长途客运站和已经投入多年的海南
环岛高铁等设施,将极大方便海口以及
周边市县市民购买年货。
据有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年货展
位置优势独显，黄金展位数量有限，请
各商家提前预订，共享年货商机。
咨询电话 0898-66810557（上班
时 间 ：08：30—17：30） ，手 机
13398907577。
■■■■■

本报海口 1 月 9 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云慧明 实习生陈卓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教育
部日前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和幼儿
园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省教育厅日
前转发《通知》并要求我省各地各校严格食品经
营许可管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
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和抽检、
严厉查处食品安全违
法行为，
以
“零容忍”
态度应对食品安全问题。
《通知》明确，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是
校区（园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要严格落实
《食品安全法》要求，将食品安全作为日常管理
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机
构，明确相关岗位职责并定期开展自查，及时消
除隐患。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当地食药监
部门开展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食品安全专项检
查，重点加强对原料采购与贮存、清洗消毒、从
业人员健康管理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并及时向社
会公布相关结果。对于监督检查、监督抽检和
举报投诉中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要以“零容
忍”态度，
发现一起，严查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
《通知》要求，各地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要全面摸排本行政区域内中小学和幼
儿园基本情况，建立食品安全监管档案，实现中
小学校和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督全覆盖、无死角。

三亚出台法规管理餐厨垃圾运输车

非法运输餐厨垃圾
将处以3万元罚款

在菜篮子憨儿爱心平价超市内，残疾人袁小浪（右一）在为顾客服务。
加剧了其家庭生活和情感负担。为
此，海口海事局开始着手筹备
“憨儿喜
就业 求职你我帮”公益志愿服务项
目，通过组织试岗和实习，
不断摸索智
障人士的就业模式。
省统计局副局长唐海川表示，统
计青年一直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类公益
活动，憨儿爱心平价超市是帮助智障

学生就业的成功实践，也是统计青年
助残献爱心的志愿服务平台。
“菜篮子憨儿爱心平价超市的打
造既为‘憨儿’们提供了就业岗位，减
轻了他们的家庭负担，又方便了周围
居民，有利于‘十五分钟便民生活圈’
的打造。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菜篮子憨儿爱心平价超市还

设立了社区志愿者服务站，将进一步
集聚社会志愿者力量，给社区的孤寡
残障、贫困家庭提供志愿服务。
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符永表
示，憨儿爱心平价超市是实现扶助贫
困残疾人精准脱贫的一个重要举措，
也是为贫困残疾人感受党和政府的关
爱而搭建的一个崭新平台，更是我省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扶残助残活动的创新之举。呼吁和期
待更多的爱心企业家能够参与到助残
扶残的项目中来。
截至目前，菜篮子憨儿爱心平价
超市已为 9 名智障残疾人及残疾人子
女提供了就业岗位，下一步还将在其
他菜篮子平价超市推出这样的模式，
为更多的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

省质监局对全省贵金属及珠宝玉石产品抽查结果公布

全省黄金珠宝产品合格率为93.6%
本报海口 1 月 9 日讯 （记者刘
袭 通讯员符丹丹）2016 年底，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组织对全省贵金属及
珠宝玉石产品进行省级联动监督抽
查。近日公布抽查结果：抽检产品合
格率为 93.6%。
省质监局执监处处长单钧岐告
诉记者，为规范和推动海南黄金珠宝

行业的健康发展，已连续 6 年对黄金
珠宝产品进行省级监督抽查。
抽查检测内容包括贵金属、珠宝
玉石的纯度、
首饰产品标识、
鉴定名称
等 17 个项目。此次抽检发现的不合
格项目主要有：黄金珠宝首饰产品标
识不合格，
个别商家以假充真、
以次充
好，一些商家未按要求在首饰上打上

不合格产品检

纯度印记，却在宣传销售过程中称其
出率为 6.4%
纯度高、质量好。黄金珠宝的纯度不
合格，主要是纯度达不到标准要求。
合格产品检出
实物与标签明示的产品不符合，处理
率为 93.6%
的珠宝玉石标成天然的珠宝玉石。
针对存在的问题，
省质监局将进一
步加大监督抽查力度，
以促进受检企业提 抽检 43 家生产企业的 1200 个样品
高产品质量意识，
生产、
销售合格产品。
检出不合格产品 77 个

海口去年对全市农贸市场、
超市11类食用农产品进行采样检测

农产品抽检合格率99.84%
本报海口 1 月 9 日讯 （记者郭
萃）记者从海口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获悉，2016 年全市农贸市场、超市
农产品抽检合格率 99.84%
据了解，2016 年以来，海口市食
药监局结合海口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
工作，以农贸市场熟食安全和农药残
留检测两个方面为抓手，着力提升农
贸市场开办者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

识。并完善了 5 辆食品快检车的仪器
设备，
培训并配齐专业的检测人员，
制
定了快检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
海口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快检中检测出阳性的产品，抽
检人员将第一时间控制现场，对涉
事产品进行下架处理，并告知当事
人快检不合格结果。当事人可根据
个人意愿选择立即销毁该批次产

不合格率 0.16%
品，或者接受执法人员进一步监督
抽检，若实验室检测合格则予以放
行，若检测不合格将转由扣押并立
合格率
案查处。
99.84%
下一步，该局将积极推进超市、
农贸市场免费检测点建设，开展农
残、兽残检测设备增配工作，并进一
2016 年共抽检了 720 个市场 9749 批次
步完善流动检测车的设施建设，充分
其中不合格 15 批次
发挥检测的效能和作用。

■■■■■

本报三亚 1 月 9 日电 （记者袁宇）记者今
天从三亚市天涯区政府获悉，该区日前出台了
《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关于餐厨垃圾收运工
作管理实施方案》
（简称《方案》
），规范餐厨垃圾
管理，解决餐厨垃圾收运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非法收运餐厨垃圾将被处以 3 万元罚款。
天涯区政府相关负责人透露，该区将动员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中小学校主动与餐厨垃
圾收运单位签订收运协议，同时由相关单位配
发餐厨垃圾专用收集容器，监督餐厨垃圾分类
收集。并按照集中收运、统一处理原则，全面构
建起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体系。同时，发现餐
厨垃圾流出、混入生活垃圾、排入下水道的情
况，将根据有关规定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
下的罚款。非法收运餐厨垃圾的，将被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
并处以 3 万元的罚款。
据悉，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向三亚市食品药
品监管局、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办理食品产
生许可证、污水排放许可等有关登记、许可或年
审时，还需承诺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书，不签
订协议、拒交或少交餐厨垃圾的餐饮单位，将被
列入黑名单，
并按照相关规定处罚。

第二届海南三角梅花展
1月20日启幕
本报海口 1 月 9 日讯 （记者单憬岗 通讯
员钟礼元 覃曼）进入冬季，海口城乡到处三角
梅盛开，已经实实在在步入“三角梅季”。记者
今天从海口市旅发委获悉，2017 第二届海南国
际旅游岛三角梅花展将于 1 月 20 日在海口拉
开帷幕，届时三角梅花再度灿烂迎客，围绕花展
的各项旅游文化活动将陆续展开，邀请大家春
天海口再相约。
据悉，目前花展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
紊地全力推进当中。第二届花展主题为“新花
城 新海口”，将于 1 月 20 日—4 月 15 日开展，
花展历时 86 天，比第一届延长 11 天，将再次创
造海南历史上展期长时间纪录。
为进一步扩大花展的影响力，
第二届三角梅
花展将按照国际化、
品牌化、
产业化、
生活化的高
要求，
精心组织筹备。届时将设有滨海公园主展
区、
日月广场精品花艺科普展区和玉龙泉海口国
际三角梅花主题公园三大展区，以及 20 个重要
路段节点园艺造景，
四个区及桂林洋开发区各建
设有 3 个三角梅主题街区和 5 个休憩景观。此
外，
花展将举办开、
闭幕式、
文化交流以及艺术创
作等多项文体活动，
带动全民参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