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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成品油价格
今日零时下调
92号、95号汽油分别下调0.14元/升、
0.16元/升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
杨平）根据国家发改委6月9日公布的国内成品
油价格调价信息，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分别降低
180 元和 175 元，调整后我省 92 号汽油下调
0.14 元/升，95号汽油下调 0.16 元/升，新的价
格标准自2017年6月10日零时起执行。

调整之后，我省成品油最高售价：89号汽
油为 7835 元/吨，92 号汽油为 8305 元/吨，95
号汽油为8775元/吨，0号柴油6840元/吨；最
高零售价格89号汽油为6.77元/升，92号汽油
为 7.32 元/升，95 号汽油为 7.76 元/升，0 号柴
油为 5.88 元/升。上述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
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其中每升汽油含
1.05元车辆通行附加费，0号柴油不含车辆通
行附加费。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压
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4.97元/立方米（等值换算
为6.80元/公斤）调整为4.86元/立方米（等值换
算为6.75元/公斤）。

“分销精英·喜盈门
私享之夜”开幕

本报讯 6月9日晚，“分销精英·
喜盈门私享之夜”在海口丽思卡尔顿
酒店大宴会厅举行，喜盈门邀请了与
之携手共进的数百家省内房地产分销
精英及主流媒体代表参会。

喜盈门是省“十二五”重点项目、
2015年海南省和海口市重点项目，是
整合了中高端建材家具品牌的高端主
题综合体。此次盛会的举行吹响了喜
盈门商铺热销季的前奏。 （鲍讯）

海口龙塘镇
禁毒教育基地揭牌
系琼山区首个农村基层禁毒教育基地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叶媛媛）今天上
午，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禁毒教育基地正式揭牌
运行。据了解，这是海口市琼山区首个农村基层
禁毒教育基地。当天，龙塘镇启动了全民禁毒宣
传月活动。

活动当天，来自海口市禁毒支队、海口市人社
局等相关部门及龙塘中学学生代表，共同见证了
基地的正式揭牌。

龙塘镇委副书记周勇军介绍，由于场地不足，
过去龙塘镇只能通过龙塘中学内的一个小图书室
进行禁毒宣传。此次基地成立后，基地内添置了
多种禁毒教育图片，同时陈列出各类毒品的模拟
物，可以更直观地帮助社会各界了解毒品。

据了解，龙塘镇依托“六位一体”（指镇干部、
村干部、家庭、社区医生、管片民警、志愿者“六位
一体”）帮教帮扶的工作基础，创新实施了“1+2+
3”（指打造一个阵地，实施宣传带动和就业带动，
修复个人心理、家庭、社会关系）龙塘模式，构建强
有力的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会“缓冲带”。目
前，全镇正在进行社区戒毒（康复）人员80名，经
帮扶帮教后已有64%的人员正常融入社会工作。

禁毒，我们在行动

文昌公开征集
城市卡通形象
最佳作品奖励6万元

本报文城6月9日电（记者许春媚 特约记
者黄良策）今天，文昌市城市卡通形象征集活动正
式启动。即日起至2017年7月9日，面向全国征
集能体现“航天文昌 魅力侨乡”美好形象的卡通
创意作品。

据介绍，此次文昌城市卡通形象征集活动由
文昌市委、市政府主办，文昌市委宣传部承办，为
期1个月，具有专业设计水准的个人和机构均可
参加。活动除设置最佳设计作品奖1件/系列，奖
励6万元外，还将选取3件/系列优秀候选作品给
予奖励，每件作品奖励1万元。组委会要求，此次
应征作品须为原创作品，能准确体现文昌的城市
特色、城市精神。参与者可将应征作品发送至邮
箱：xwb0650@163.com，或邮寄到海南省文昌市
清澜开发区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六楼市委宣传部
610办公室，咨询电话：15308906559。

征集活动结束后，文昌市将邀请相关人员组
成评审委员会对所有应征作品方案进行评审，开
展网络投票确定入围作品。文昌城市卡通形象确
定后将运用于该市宣传旅游推介等方面。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邵长
春）省政府近日印发有关《海南省“十
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的通知，对我省“十
三五”期间节能减排任务进行分解。

《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三五”各市
县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公共
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强度目标，以及各
市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强调2020年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等四项指标排放总量
控制目标为 18.56 万吨、2.05 万吨、
3.20万吨、9.0万吨。

“十二五”时期，在各市县政府、省
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的努力下，我省全
面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任
务，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一流。

“十三五”时期是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关键时期，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
升，能源需求将保持刚性增长，节能减
排工作依然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通知强调，对此情况，各市县政
府、省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要保持清
醒认识，充分认识做好节能减排工作
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正确处理好经济
发展、民生改善与节能减排的关系，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
强责任感，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
施，严格落实目标责任。

各市县政府要对本行政区域节能
减排工作负总责，政府主要负责人是
第一责任人。省政府每年将组织开展
市县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
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

核的重要内容。省政府直属有关单位
要按照各自职能负责本领域、本系统节
能减排的具体推进工作，切实履行职
责，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各市县
政府、省政府直属有关单位要按照本
通知要求，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具体实
施方案，明确目标责任和进度要求，强
化考核问责，狠抓贯彻落实，确保完成

“十三五”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我省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各市县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近日，在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筹建）内，工作人员正在维护保养草坪。
据了解，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筹建）位于海口观澜湖度假区规划范围内，计划建设30片国际标准化足球训练场以及相关

配套设施。基地已于去年完成5片标准球场建设，接下来将加紧建设其余球场，争取2018年完成一期球场及配套设施的建设。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
正加紧施工

本报那大6月9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邓罗兰）3条鲜活的生命，
眼看就要被河水吞噬，幸有巡逻队队
员出手，成功地将他们救上岸来。这
是记者今天从儋州市那大镇政府获
悉的。

6月 5日 14时 10分，松涛干渠
那大镇段，一名妇女因家庭纠纷，情
绪失控而跳入干渠。当听到路人呼
喊“有人跳河”，松涛干渠巡逻队两
名队员迅速赶到，一个队员跃入河

中救人，另一个向河里抛救生绳。
经过队员们的努力及岸边干部群众
援手，该妇女被救上岸，脱离了生命
危险。

6月8日18时许，松涛干渠那大
镇段，一对恋爱中的男女因闹别扭，
女孩负气割破手腕动脉并投河，男孩
跳入河中施救，双双被卷入水中。松
涛干渠巡逻队两名队员及时赶到，先
后救出两人。经过送医院救治，目前
这对男女正在康复中。

据了解，松涛干渠流经儋州市那
大城区的长度约有13公里，曾发生
多起溺亡事故。今年5月中旬，儋州

市市长朱洪武到松涛干渠那大段实
地调研，要求强化松涛干渠防控溺
水安全工作，建立联防联控体系，确
保危险水域有人巡、有人管、有人
防，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从5月 23日起，那大镇组织一
支干部群众志愿者队伍，轮班对松
涛干渠那大城区段进行巡逻。从6
月1日起，那大镇人民政府每年预算
100余万元，以向海南警锐保安服务
公司购买服务的方式，对该干渠进行
巡查和巡逻。

端午期间有“洗龙水”的习俗，

往年这个时期曾出现过溺水伤亡
事故的松涛干渠那大镇段，由于巡
逻队伍坚持巡逻和向群众宣传教
育，今年端午期间未发生溺水伤亡
事故。6月以来，发生的两起投河
事故，3个落水者都被巡逻队员成
功救起。

那大镇党委书记黎秀全说，那大
镇将持续强化松涛干渠那大镇段物
防技防人防措施，实行巡查、劝阻、预
警，探索“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社
会治理多元化模式，并坚决落实《海
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规
定，奖惩分明。

松涛干渠巡逻队救出3名落水者
儋州那大镇将继续完善物防技防人防，强化防溺水安全工作

本报三亚6月 9日电 （记者袁
宇）6月8日下午，有网友反映在三亚
某市场买到尾部被塞满类似乳胶状
物体的鱿鱼。接报后，三亚市食药

监局立即开展调查，初步判断类似
乳胶状物体为鱿鱼蛋，处在繁殖期
内的鱿鱼体内普遍存在，并非人为
注射物体。

自接到网络舆情后，三亚市食药
监局第一时间组织执法人员对市区
农贸市场销售的鱿鱼开展突击检
查。6月8日当天检查了3家农贸市

场共18处摊位。
检查中，食药监局执法人员现场

切开上市销售的鱿鱼尾部，发现部
分鱿鱼肚内确有一些乳胶状物体。
但经感官辨认，该乳胶状物体与鱿
鱼其它组织器官互为一体，非外力
注入的胶体。经咨询了解，执法人
员初步判断类似乳胶状物体为鱿鱼

蛋，处在繁殖期内的鱿鱼体内普遍
存在，鱿鱼蛋外还有一层保护鱼蛋
的粘膜。

据悉，三亚市食药监局将进一步
加大市场销售鱿鱼等水产品的抽查
力度，主动向社会公开食品药品监管
工作情况，积极回应公众关心的食品
安全热点问题，消除公众疑虑。

网友称“买到的鱿鱼尾部被塞满乳胶状物体”，经判断，“乳胶状物体”为鱿鱼蛋

“注胶鱿鱼”？原来是虚惊一场

本报屯城6月 9日电 （记者邓
钰）记者今天从屯昌县公安局获悉，
该局成功破获一起特大“投资返利”
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曾某玲以“投
资返利”高额利润为诱饵，骗取百
余名受害人逾500万元人民币并挥
霍一空。

5月 15日，受害者郭某玲在屯

昌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报案称，
其从 2016 年 12 月份至今，被一名
女子以“投资返利”的方式诈骗共
计近40万元。接到报案后，该局立
即从刑侦大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
专案组开展调查，通过走访和调查
发现，犯罪嫌疑人为“80后”女子曾
某玲。

屯昌县公安局于 5 月 16 日在
屯昌县屯城镇某宾馆内成功将曾
某玲抓获归案，于24小时内侦破案
件。经查，曾某玲自 2016 年 12 月
以投资项目需要大额资金为幌子，
虚构事实并许以高额利息，先后从
李某泉、刘某、谭某生等多人处非
法吸收巨额资金。截至 2017 年 5

月，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已达
500万元人民币，受骗人数高达百
余人。抓捕时，所有诈骗款已被曾
某玲通过赌博和买卖私彩的方式
挥霍一空。

目前，曾某玲因涉嫌诈骗罪已被
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之中。

以“投资返利”为饵诈骗百余人逾500万元
屯昌警方破获一起特大诈骗案

新闻追踪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省质监局举办
“世界认可日”活动

本报海口 6月 9日讯 （记者丁
平 通讯员符丹丹）6月9日是第十个

“世界认可日”。今天上午，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在海口举办主题为“认证认
可助力质量提升”的“世界认可日”宣
传活动，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近3年
来，省食药监局共端掉制售有害食品
药品的“黑窝点”200多个，有57人因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被判刑，数量超过
此前20年之和。

在此过程中，省食品检验检测中
心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该
中心2014年 8月成立至今，累计完
成国家、省级食品安全抽检检测检验
任务等 15671 批次，检验项目约
50000余个。

其中，2016年，该中心共受理抽
检样品7529批次，确定问题食品437
批，有效防止了高毒农药超标“潮柑”
等一批果蔬流入海南市场。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在海南获得检验检测认证的
检验检测单位共有391家，但整体来
看，“小、散、弱”特征明显。接下来，省
质监局将按照省域“多规合一”的要
求，加强对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监督
管理，对检验检测机构资质准入严格
把关，同时加大对机构的日常监督检
查力度、开展能力验证等方式对其技
术能力和日常检测活动进行监督，严
厉打击违反认证认可管理规定的行
为，确保检验检测工作质量。

省公安厅旅游与环境资源
警察总队挂牌成立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王坤）今天上午，省公安厅旅游与
环境资源警察总队正式挂牌成立，此举标志着我
省从此有了维护全省旅游秩序和保护全省生态环
境的专业公安执法队伍。

我省作为全国唯一的省域国际旅游岛，旅游
产业始终保持健康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涉旅纠
纷和案（事）件不断增多。为切实维护正常的旅游
秩序，保护生态环境，省公安厅根据省委、省政府
和公安部的决策部署，把成立旅游与环境资源警
察队伍作为我省深化公安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据了解，省公安厅旅游与环境资源警察总队的
主要职责有：拟订并组织实施全省公安机关旅游与
环境资源警察队伍和业务建设发展规划；指导全省
公安机关查处涉旅游、破坏环境资源违法犯罪案件
和组织查处特重大的涉旅游、破坏环境资源的违法
犯罪案件；指导全省公安机关做好旅游景区的治安
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旅游市场秩序、环境
保护专项整治工作等。截至6月9日，我省已有8
个市县设立了旅游与环境资源警察机构。

省公安厅要求，省公安厅旅游与环境资源警
察总队要紧紧抓住有关案件线索，集中警力快侦
快破一批重大案件，惩处一批违法犯罪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