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列高端时尚活动
欢乐节期间亮相三亚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谢
琛）2017年（第十八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
于11月18日启幕，届时为期近一个半月的全域
旅游主题月活动将覆盖全岛，三亚市将举办国际
舞蹈团演出、海天盛筵等一系列精彩活动，让市民
和游客尽享异国文化艺术和高端时尚生活。

据了解，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澳大利
亚著名的沙漠火焰部落国际舞蹈团和亚美尼亚合
唱团将来三亚开展一系列国际文化艺术活动。本
次艺术活动重量级嘉宾——沙漠火焰部落国际舞
蹈团，曾多次获得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多元文化
艺术奖。12月30日至31日，三亚美丽之冠大剧
院广场将举办两场丝绸之路民族歌舞和合唱演唱
会，以进一步推进丝绸之路国家之间的艺术文化
交流，打造一场海南欢乐节异国文化盛宴。

12月8日，海天盛筵——2017第八届中国游
艇、航空及时尚生活方式展将在三亚鸿洲国际游
艇港开幕。为期3天的展会，将呈现游艇荟、飞机
荟、时尚生活方式展、中国名品主题展、毕加索艺
术展、三亚港湾文化节、中国游艇旅游目的地论
坛、三亚国际时装秀等诸多精彩内容。

12月8日至10日，在鸿洲天玺时尚广场及
泊岸浮台举办的三亚港湾文化节将涵盖海天盛
筵港开港盛典、超级跑车港湾巡航和水上运动竞
技秀，汇集实力唱将、开心麻花、摇滚乐队港湾音
乐嘉年华等多场活动，为各界人士奉献一场文娱
大餐。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罗霞）记者今天从
省食药监局获悉，该局决定从即日起在全省组织开展
严厉打击危害肉品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百日行
动”，严查生产经营来源不明等五类问题肉类产品。

此次“百日行动”整治对象涵盖生产环节、销
售环节和餐饮环节，涉及肉类产品加工企业、小作
坊、加工黑窝点；批发市场、农贸（集贸）市场、商
场、超市；学校食堂、建筑工地食堂。

通过“百日行动”，我省力争使猪肉加工销售使
用环节“两证两章”持有率，在2016年打击病死猪肉
专项行动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提升到95%以上；牛、羊
肉检验检疫合格比例明显提高；病死、注水、含“瘦肉
精”等问题猪、牛、羊肉品得到有效遏制；打掉加工销
售使用环节生产经营病死、注水、含“瘦肉精”等问题
猪、牛、羊肉品的黑窝点；人民群众对肉品质量安全
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据了解，省食药监局将强化监管巡查，加强对
上述整治对象的全覆盖巡查，突出巡查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严肃查处生产经营来源不明、无检验检疫
证明或检验检疫不合格、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含

“瘦肉精”等问题肉类产品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对问
题肉品进行溯源；加大抽检力度，开展多轮次的抽
样快检，在快筛中发现呈阳性的肉类产品，一律按
监督抽检程序进行抽样，并送省食检中心检测；加
强检打联动，主动与当地畜牧兽医部门建立协调联
动机制，及时通报日常监督监测和案件查处信息，
并联合公安部门及时开展联合执法，形成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协同工作机制，严厉打击肉品生产
经营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团伙作案，查处大案要案。

我省开展打击危害肉品质量安全违法
违规行为“百日行动”

严查五类问题肉类产品

整治内容为加工、销售、
使用以下肉类产品

来源不明的猪、牛、羊肉

无“两证两章”的猪肉

病死的猪、牛、羊肉

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的猪、牛、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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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
获悉，近日全省住建系统正着力抓好
建筑工地施工扬尘污染整治和道路扬
尘治理行动，对检查中发现的扬尘治
理不到位的30个项目予以公开曝光，
并责令整改。

10月31日至11月5日，全省各

市县出动938人次对全省各城区主要
干道周围、重点项目进行突击检查。
此次行动共抽查在建建筑工程374
个，混凝土搅拌站6家，下发了整改通
知书316份。

通过专项检查，发现施工扬尘
治理存在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
是施工单位管理机制不完善，部分

项目未安排专人负责扬尘防治工
作。二是施工单位管理不到位。部
分项目虽然配备了各类冲洗设备，
但是进出车辆并没有严格按照要求
进行冲洗；施工现场的粉尘类建筑
材料、裸露堆土未及时密闭存放或
覆盖、临时建筑垃圾堆放点设置不
规范，也未及时组织清运；局部施工

便道地面未定时洒水降尘。三是硬
件设施不达标。部分项目建筑围挡
标准过低，存在围挡部分破损、包围
不严密，装饰标语及图案过于简单，
不符合美观规范安全的要求，与周
围环境不协调。

针对此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省
住建厅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认真督促30个项目工地抓好问题
整改，对整改不力的项目，要从严从重
处罚，责令停工，计入不良行为记录，
并暂停在我省投标资格，至少半年不
得在我省承揽新的工程项目。同时省
住建厅将强化日常执法监管，进一步
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发现问题绝不姑
息。

■ 本报记者 宗兆宣 通讯员 李隆华

随着2017年“双十一”购物狂欢
节的临近，个别商家盯上了侵害消费
者权益牟取非法利润的“商机”。为震
慑违法网络经营者，积极推进线上线
下一体化市场监管，省工商局今天曝
光了查处的10宗网络市场违法违规
典型案例。

海南跨亚欧网络竞技有
限公司网站发布虚假违法广
告案

2016 年 11 月，根据群众举报，
海口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对海南跨
亚欧网络竞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地、
经营地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
司在其网站网页上和其办公现场
广告牌、印刷品宣传单发布“海南
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具有保障性的
交易平台”“拥有业内最专业的
开发技术团队”“目前国家授权唯
一一家合 法 的数字资产 交易平
台”等虚假违法广告内容，对其立
案查处，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违法
行为并作出罚款 80 万元的行政处
罚决定。

海南道途科技有限公司
机票代理商在去哪儿网上强
制搭售案

2015年 3月，根据群众举报，海
口市工商局对去哪儿网涉嫌销售机票
时搭售接送机服务劵进行调查，发现
海南道途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机票订
单信息中确实含有接送机服务劵，涉
嫌违反《海南经济特区反不正当竞争
条例》，对其进行立案查处，责令该公
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2万
元的行政处罚。

海南海之源螺旋藻有限
公司网站发布违法广告案

2016 年 6 月，海口市工商局在
网络监测时发现，海南海之源螺旋
藻有限公司在其网站宣传螺旋藻片
产品时使用“增强免疫力，消除疲
劳，通便排毒，增强皮肤与粘膜活
力，促进新陈代谢，辅助治疗高血
压，糖尿病，高血脂，心脏病及胃肠
消化道疾病”等广告用语，涉嫌发布
违法广告，对其进行立案查处，责令
该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罚

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

绿地集团三亚置业有限
公司利用微信公众号虚假宣
传案

2016年12月，三亚市工商局在
网络监测时发现，绿地集团三亚置业
有限公司在手机微信公众号“三亚绿
地悦澜湾”上使用“世界之最”“NO.1”

“顶级”“世界级”“极佳”“无与伦比”等
涉嫌违法广告用语，对其立案查处，责
令该公司立即停止上述违法行为，并
作出罚款3万元行政处罚。

海南万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未在其网站首页公开
营业执照信息案

2016 年 8 月，万宁市工商局执
法人员对海南万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经营的“土房网”进行监测时发
现，该公司未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
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醒目位置公开
其营业执照登载的信息或者其营业
执照的电子链接标，对其立案查处，
对该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 0.2 万元
的行政处罚。

“琼海漂亮宝贝”淘宝店
商标侵权案

2016年3月，琼海市工商局对辖
区内的淘宝网店监测发现，一家名为

“琼海漂亮宝贝”的淘宝店涉嫌销售侵
犯“琼中绿橙”地理标志商标产品，并依
法立案查处，责令该店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并作出罚款0.1万元的行政处罚。

海口爱淘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APP软件推广虚假宣传案

2016年1月7日，根据消费者举
报，海口市工商局经核实发现，海口爱
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众云推
APP推荐会，宣传自己开发的众云推
APP是享受“国家补贴”的产品，并且宣
传软件关键字是“全国唯一”，涉嫌虚
假宣传，对其立案查处，责令该公司立
即停止在推荐会上发布违法的宣传内
容，作出罚款人民币3万元的行政处罚。

三亚骏达车技表演有限
责任公司利用微博虚假宣传案

2016年4月，三亚市工商局执法

人员检查三亚骏达车技表演有限责任
公司网站及微博时，发现当事人在该
网站上宣传“国内唯一”“国际顶级”

“独一无二的”等用语，对其立案查处，
责令该公司停止发布违法广告行为，
并作出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

三亚维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网站发布违法广告案

2016年1月，三亚市工商局在网
络监测时发现，三亚维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网站中发布“诺丽酵素的适应症
状：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妇科疾
病、肺及呼吸疾病、消化吸收疾病”等涉
嫌违法广告宣传内容，对其立案查处，
责令该公司停止发布此广告，并作出罚
款人民币1.52万元的行政处罚。

儋州现代医院在互联网
发布违法广告案

2016年 11月，儋州市工商局对
儋州现代医院在互联网发布涉嫌违法
医疗服务广告依法立案查处，责令该
医院停止发布该广告，并作出罚款人
民币3万元的行政处罚。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省工商局曝光10宗网络市场违法违规案例

30个项目工地扬尘治理不力被曝光
整改不力项目将被暂停投标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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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国“119”消防宣传月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记者
良子 通讯员黄汉平 钟坚 杨宇
鑫）今年11月份，是全国首个“119”
消防宣传月。11月7日，海南省公
安消防总队在全省各市县精心策划
组织群众参与度强、互动性高的一
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11月7日上午，以“关注消防，
平安你我”为宣传主题的海南省

“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在海口市第
一中学高中部拉开帷幕。活动中，
海口消防支队在学生宿舍楼举行
了大型综合灭火演练。

据了解，除了在海口的启动仪
式外，今天，在全省各市县也统一
开展“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
并举行“全民消防我代言”公益宣
传、“全省交通广播联动”消防宣
传、“高层建筑100问”消防知识网
络有奖竞答、“关注消防、平安你
我”逃生演练、“消防安全进校园”
等活动。

我省启动“119”
消防宣传月活动

■ 本报记者 宗兆宣
通讯员 陈术颖

“金椰丰、天芝健、椰娘家、椰风
谷、快乐福、椰旺……”当工商执法人
员将多种椰汁包装盒摆在面前时，记
者发现这些品牌的椰汁外观装潢主

要部分和整体印象很相近，都与“椰
树”牌椰汁的外观装潢在整体视觉效
果上没有实质性差异。“这些仿冒‘椰
树’产品包装的椰汁一直困扰着我
们，工商部门这一系列严打重拳，有
效维护了我们企业的利益。”椰树集
团法律部部长吴梅说。

近期，全省工商部门共查获了7
宗侵犯椰树牌椰汁商标专用权案件，
总案值达763万余元，7家企业受到
行政处罚。

工商部门认为，这7家企业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五条第（二）项：“擅自使用知名商

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
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
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
认为是该知名商品”的规定，构成了仿
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目前，这7家企业均已
停止违法行为。（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海南幸福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天健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快乐福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椰风谷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椰娘家食品有限公司

海口椰乡缘食品有限公司

共计罚没61172元

共计罚没78718元

被罚没13875元

被罚没13230元

被罚没13030元

被罚没126431元

海南鹰航航空饮品有限公司

这 家公司侵犯了椰树牌椰汁商标专用权 处罚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77 违法行为
金椰丰椰汁、天芝健椰汁、天芝健牌椰汁、快乐福椰汁、

椰风谷椰汁、椰娘家椰汁和椰旺椰汁，以上产品均属侵犯“椰

树”牌椰汁特有包装装潢的产品

海南鹰航航空饮品有限公司属海南本地企业，仍代加工

生产与椰树牌椰汁的外观装潢相似的椰汁，间接误导消费者

制图/王凤龙

仿冒“椰树”包装 7家企业被罚
工商部门一举查处7宗案，案值763万余元

图为在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举行的海南省“119”消防宣传月活动现场，海口消防支队官兵演示如何灭火。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公布第五批（第一阶段）
合格电动车目录

153款车型
经审查合格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曾
毓慧）今天，海口质量技术监督局、海
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口市生态环
境保护局、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
合发布《海口市合格电动自行车销售
登记目录》（第五批第一阶段），已审查
合格的153款车型编入该目录。

据海口质量技术监督局网站公告
资料显示，海口市政务中心窗口共收到
电动自行车销售商提交66个品牌、580
多款车型申报材料。截至目前，省质检
所已完成16个品牌、153款电动自行车
安全性能的检验并出具了检验报告。

由于检测量较大，其余品牌目录
近期将陆续发布，请广大市民耐心等
待，并关注海口质量技术监督局官网
公告栏了解已检测但未发布目录品牌
更新情况。

2017海南国际咖啡大会
将于12月1日举办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朱敏华）为扩大海南乃至中国咖啡产业在世界的
影响力，以“滴滴香浓·飘香世界”为主题的“2017
海南国际咖啡大会暨咖啡及饮品展览会”将于12
月1日至3日在海口举行。

据了解，该展会将围绕咖啡产业，以高端化、国
际化、专业化为目标，邀请国内外知名咖啡品牌和

“一带一路”沿线的咖啡种植国家组团参展，其目的
是促进中国与国际咖啡贸易往来，加强与其他国家
之间咖啡文化融合，同时也给世界各地的咖啡供应
商和采购商搭建一个交流及展示的国际舞台。

海南国际咖啡大会预计参会人数1000人以
上，国际咖啡组织主要领导人、国际著名咖啡企业
负责人、全国各地咖啡协会及行业知名人士将出
席大会，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交流论坛、国际咖
啡产业高峰论坛、咖啡产业分论坛及中国咖啡行
业年会等活动将举办。

首届海南国际咖啡大会暨咖啡及饮品展览会
将分设“一带一路”海上咖啡特色街、咖啡文化风
情街、咖啡产品专区、咖啡设备及相关产品专区、
高端饮品专区、活动比赛专区、发布区等7大展区，
预计展出规模1.3万平方米，国内外参展企业超
过200家，展会现场还将组织4场赛事活动，包括
中国咖啡师技能大赛（海南赛区）、2017咖啡女神
冲煮大赛（总决赛）、中国普洱咖啡杯“世界虹吸壶
大赛”（海南站）、海南罗布斯塔品鉴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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