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要查看经销商销售证件是否齐全，是
否有国家卫生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批件等。

■其次要看自身居住地区的水质：水质好的地区

选购过滤净水器即可；水中含氯、味道重的污染严重地

区，或有直接饮用需求的家庭，可选购反渗透净水器。

■再次看过滤物：居住石灰岩地区的水中钙、

镁离子含量较高，应选购带离子交换树脂滤芯的

高级过滤净水器；水中含氯、异色异味较重的地

区，可选购活性炭载量较多的家用净水器。

■最后看废水率：相似的净水器，尽量选择废

水率低的。

如何挑选净水器

省消委会发布家用净水器消费调查结果

18种型号净水器
13种符合标准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宗兆宣）由于家
用净水器能过滤水中有害物质，近年来受到我省
不少家庭青睐。而家庭使用的净水器是否真能起
到作用呢？海南省消费者委员会通过对14种品
牌共18种型号的净水器进行质量监测，结果显示
有13种型号净水器符合标准。

今年9月开始，省消费者委员会联合省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所通过征集用户的方法，对我省家
用净水器净水情况开展了一次消费调查和质量监
测活动，共征集用户正在使用中的14种品牌共
18种型号的净水器，依据相关标准，对用户安装
使用的各品牌净水器在同一时间前后水质情况进
行监测。本次消费调查和质量监测重点是对涉及
人身健康的重要实物质量指标。

消费调查和质量监测结果显示，水质滤前及
滤后均符合标准要求的净水器有7种型号，占监测
比例39%。而水质滤前不符合标准，经净水器滤
后符合标准要求的有6种型号，占监测比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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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罗
霞）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进
一步加强“地沟油”治理工作任务分工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把“地
沟油”治理作为我省“十三五”期间食
品安全工作重点任务，严控餐厨废弃
物、肉类加工废弃物、检验检疫不合格
畜禽产品流向，严控油脂加工原料来
源，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非法制售、
使用“地沟油”犯罪行为，彻底杜绝“地
沟油”回流餐桌。

《方案》指出，按照“谁产生、谁负

责”的原则，餐饮企业、行政企事业单
位和学校食堂以及屠宰企业、肉类加
工企业等应当按规定单独收集、存放
本企业（单位）产生的餐厨废弃物、肉
类加工废弃物或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
产品，建立相关制度及台账；鼓励餐饮
企业、学校食堂等餐厨废弃油脂产生
单位安装油水分离器，加快推进餐厨
废弃油脂交给有资质的收运处置单位
集中处理，争取到“十三五”期末，实现
100%学校食堂和全部中型以上餐馆
的餐厨废弃油脂集中处置；指导特大

型餐饮企业和就餐人数1000人以上
的行政企业事业单位食堂和学校食堂
以及城区定点屠宰企业、大型肉类加
工厂企业自建无害化处理设施；不具
备自建无害化处理设施条件的企业
（单位）产生的餐厨废弃物，应交由符
合要求的餐厨废弃物收集处置企业处
理；肉类加工废弃物、检验检疫不合格
畜禽产品，要按照农业部《病死及病害
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进行处理，
或委托防疫条件合格的无害化处理企
业处理，无害化处理记录和凭证保存

期限不得少于2年；鼓励企业（单位）
结合“透明厨房”和“透明车间”工程，
在厨房、屠宰车间、肉类加工车间和无
害化处理车间等关键环节安装摄像设
备，追溯废弃物流向。

我省将加快推进餐厨废弃物处置
项目建设，在现有已建成的餐厨废弃
油脂集中处理点的基础上，继续逐步
推进在海南东、西部各建立一个集中
处理点，满足全省餐厨废弃油脂集中
收集、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需要；
争取到“十三五”期末，在全省建设6

个—8个区域性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
处理中心，在每个乡镇建设1个病死
畜禽无害化收集点。

我省严禁餐饮服务单位回收火锅、
水煮鱼等菜品油脂和底料加工食品，严
禁购买、回收、使用餐饮废弃油脂、餐厨
废弃物作原料加工食用油和食品；严厉
打击通过网络销售来源不明及劣质食
用油等违法行为，依法追究线下生产、
销售单位及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法律
责任；加大对走私肉类产品的打击力
度，防范不法分子用于制售“地沟油”。

我省将“地沟油”治理作为“十三五”期间食品安全工作重点任务

彻底杜绝“地沟油”回流餐桌

本部抱由12月6日电（记者宗兆
宣）今年10月，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
镇白马井村的27位瓜农发现，他们种
植的苦瓜苗出叶后出现卷叶和长势
缓慢现象，可销售商却拒绝承担责
任。无奈之下，他们向乐东相关部门
进行投诉。经过当地工商部门的积极
协调，最终拿到11万元赔偿。

种植户介绍，他们都从乐东佛
罗镇上的一家门店购买了苦瓜种子
和育苗基质，然后培育出苦瓜苗。
没想到苦瓜苗种到地里出叶后，出
现卷叶和长势缓慢现象，种植户们
损失惨重。乐东农业部门调查认
为，种植户使用的种子没有问题，怀
疑是育苗基质出现问题。但由于育

苗基质没有国家标准，不能检测，无
法出具鉴定报告，因此导致种植户
无法有效维权。

乐东工商部门接到投诉后，第
一时间联合当地农业部门到种植户
的瓜园实地查看，证实瓜苗确实出
现卷叶和长势缓慢现象。工商人员
对比使用相同种子但不同育苗基质

的苦瓜苗长势，研判销售的育苗基
质存在问题。

工商部门积极约谈销售商，晓
之于法，明之于理，动之于情，督促
销售人员转变态度同意调解。最终
在工商部门和佛罗镇政府的三次调
解下，近日销售商向27户种植户赔
偿11万元，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

三亚市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
服务热线12345反映：

在三亚市河西路第三小学门口
两侧有很多店铺，都在大肆销售垃
圾食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希望相
关部门保障孩子的饮食安全。

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回复：
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

一时间派出执法人员前往第三小学
门口的店铺进行检查，现场发现了一
批问题小食品。执法人员当场对6种
58件食品进行下架处理，并将加强对
第三小学周边销售小食品经营单位
的监管。

（本报记者 宗兆宣）

我省出租车运价
将实行分类管理
网约出租汽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任
笑冬）为适应出租汽车行业新业态发展，进一步规范
我省出租汽车运价管理，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
权益，省物价局近日出台了《关于规范出租汽车运价
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
出租车运价实行分类管理，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实行
政府定价或指导价，授权市县人民政府管理。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价原则上实行市场调节价。

《意见》针对我省部分市县巡游出租汽车运价
结构比较简单，运价水平不能反映运营成本变化
等实际情况，从完善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结构和运
价水平、制定运价的原则、调整程序、建立运价与
燃料价格联动机制、运价属地管理等五个方面进
一步规范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管理。同时，为规范
网约车价格行为，对网约车平台公司制定调整、公
布运价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百姓难题 政府帮忙

苦瓜苗长势慢苦了瓜农

工商维权助瓜农拿到11万元赔偿

出租车司机为何
绕路多收钱？

海口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
合服务热线12345反映：

11月26日上午从机场乘坐出
租车（琼A***25）到海甸岛，到目的
地后出租车打表收费84元，比平时
贵。认为司机存在绕路问题。

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
局回复：

经核实，确认该司机没有就行
驶路线与乘客沟通清楚，造成行驶
路线过远打表费用过高。工作人员
已对司机进行批评教育，并将情况
通报到司机所在的出租车公司，要
求公司对司机处以停班学习三天。

（本报记者 宗兆宣）

12分钟一班的公交车
1小时等不到？

五指山市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
服务热线12345反映：

自己候车时发现五指山市区2路
公交车发车不规律，公交站牌上显示
2路公交车每12分钟一趟，但是自己
等候1个小时都没有看到公交车，这
种现象已多次出现。

12345五指山分平台回复：
经了解，因五指山市部分公交车辆

到期下线，现在公交车严重不足，导致不
能准点发车。五指山市公交公司已确定
年底前购置16辆新能源公交车辆，待车
辆购置后会将车辆安排到位，当地交通
局会加强监管，确保群众准点出行。

（本报记者 宗兆宣）

临高县一村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
务热线12345反映：

自己是临高县皇桐镇美本村村
民，于2016年申请危房改造且审批通
过，可以享有危房改造补贴。但到
2017年11月底，村委会还没有把危
房改造补贴发下来。

临高县皇桐镇政府回复：
经调查，反映问题的皇桐镇美本

村村民是五保户，其危房改造相关材
料已由皇桐镇危改办网录上报。经与
临高县住建局沟通，县里的五保户危
房改造补贴款将于 2017 年年底发放
到位。

（本报记者 宗兆宣）

五保户的危房改造
补贴迟迟未发放？

学校附近多家店铺
销售垃圾食品？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
森 田和新）12月5日上午，海南省
公安机关第一届警犬技术实战对抗
比武在省公安厅刑警总队警犬训练
基地拉开帷幕。

此次警犬技术实战对抗比武为期
三天，来自全省公安机关的59名带犬
民警和45头警犬将参加追踪、搜捕、搜
毒、搜爆等4个科目的比武，将决出团
体前三名和4个单项科目的前三名。

上午9点，警犬技术汇报演练
正式开始，进行汇报演练的是从全省
174名警犬技术人员和238头警犬中
选拔出来的优秀代表，共有单犬服从、

穿越障碍、箱包搜毒、飞车扑咬、车辆
搜爆、追踪、房屋搜捕、制服“暴恐分
子”、群体性事件处置等九个项目。

近年来，我省的警犬技术工作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我省共有
15个市县相继建立了警犬技术工
作机构，全省警犬技术力量不断发
展壮大，警犬数量持续增长，训练水
平稳步提升，警犬技术服务实战能
力不断增强。

省公安厅刑警总队警犬基地主
任李隆泽介绍，2015年至今，警犬技
术在反恐维稳、打击违法犯罪、处置突
发性群体事件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独特作用，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我省高校将每学年
进行一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认定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卢进梅）省教育厅昨日印
发了《海南省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下称
《办法》），要求省内各高等院校认真做
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办法》明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
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
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
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

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应建立
健全四级资助认定工作机制，在每
学年秋季学期的9至10月进行一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各高
校还必须成立复查认定小组，每年
定期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一次
资格复查。同时，每年不定期地随
机抽选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核实且保留学生家庭环境图像
资料。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一经
核实，取消学生的资助资格且收回
资助资金。

《办法》还规定，获得资助资格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能在校外租
房或经常出入酒吧等娱乐场所消
费；不能存在与其家庭经济困难状
况不相符的其他高消费行为或不当
消费行为。

神勇警犬！飞车扑咬、制服“暴恐分子”

全省公安警犬技术实战对抗大比武

警犬正在进行实战对抗。 通讯员 田和新 摄

屯昌与江苏武进区
共办屯昌实验小学

本报屯城12月6日电（记者邓
钰 通讯员邓积钊）记者今天从屯昌县
政府获悉，江苏武进与海南屯昌两地
合作办学签约仪式12月4日在江苏
省常州市武进区政府举行，两地将合
作办学，共建屯昌实验小学。

据了解，武进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以下简称“武实小教育集团”）为江苏
武进区所组建的教育集团之一。此次
两地合作办学将通过武实小教育集团
和屯昌实验小学在师资培训等领域直
接交流方式进行。该集团将派出骨干
教师团队，与屯昌实验小学在校园文
化设计、校园管理、教师培训和学生培
养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合作，用2至3
年时间将该校办成有影响、高质量、有
特色的品牌学校。

据了解，自2016年起，屯昌与江苏
省武进区不断深化教学领域合作，组织
了“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交流”“师资培
训项目”和“结对帮扶”等系列活动。

九大展区
非遗文化展区 国际旅游岛展区“一带一路”展区

国内省市展区 影视动漫科技展区 丝路集市展区

体育文化展区 时尚海居展区 今日艺术汇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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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英式茶具，体味欧式茶道，
想近距离接触泰国瑜伽文化，抑或
是聆听一场中西合璧的国际音乐
会？12月8日至11日，2017三亚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将在三亚举行。
展会吸引了来自俄罗斯、美国、英
国、德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
业、团体参加，并将在三亚16个著名
景区、2所高校同步展出，为市民游
客奉上一场文化盛宴。

无论是瑞典的精致文化工艺品，
还是英国制作的英式茶具，或是德
系风格的瓷器……博览会期间，这
些世界各国的文化精品将齐聚三
亚，不再与市民远隔重洋，让市民游
客面对面体会异国文化风情，感受
文化的魅力。

“本次展会引入了非洲代表团，参
展团队众多，文化内容丰富。”2017三
亚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主办方透露，
目前已有俄罗斯、美国、英国、德国、韩
国、瑞典、马来西亚、捷克、吉尔吉斯斯
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印度尼西亚、
泰国、巴基斯坦、阿富汗、非洲代表团
等30多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团体确
定参展，来自云南、江西、沈阳、杭州、
湖南、深圳等省市地区的优秀文化企
业代表将与境外代表团同台争艳，“内
容精彩，足够让市民游客感觉到眼前
一亮。”

本届盛会不仅有数量庞大的参
展商团队，还有众多精心编排的主
题文化表演。在三亚市区的主会
场，创意中国风时装秀、文博会开幕

式、《新红色娘子军》、文博会欢迎餐
叙暨评选颁奖晚会、国际“文化＋旅
游”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国际音
乐会等主题活动将轮番上演。主会
场上，海南东方、陵水和琼中等市县
还将举行市县主题日活动，展示不
一样的黎苗风俗，让市民游客体会
不一样的海南文化。

主会场集中展出的文化精品值
得期待，分会场的主题互动也值得
体验。本届三亚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会在三亚天涯海角风景区、南山文
化旅游景区、三亚鹿回头景区、大小
洞天风景区等市内16个主要旅游景
区及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大学
三亚学院2所高校开办了分会场，并
根据分会场的不同条件，策划了包

括黎苗风情VIP晚宴·海天盛筵·天
涯海角国际婚庆节开幕式、晶粹文
化艺术交流中心的2018迎新祈福音
乐会、《定制与文化传承》主题沙龙、
《大国工匠》主题沙龙等在内的精彩
互动活动。

“其中的创意中国风时装秀十分
值得期待。”三亚市文化产业协会相
关负责人透露，本次时装秀将有大
量黎族元素，是一次将民族文化与
时尚融合的尝试，也是一次海南黎
族服饰生活化、时尚化、国际化的集
中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2017三亚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会特别重视互动性。

“主会场与分会场大量增加了互动
节目，比如有骑行的互动、帆船航海

体验互动等。”活动主办方透露，展
会中高科技元素也频频上线，参观
者不仅可以实地享受文博会，还能
借助VR体验线上文博会，从VR线
上文博会中还能挖宝得到天涯海角
门票、蜈支洲岛门票、玫瑰谷门票、
纪念品等奖品。

此外，2017三亚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会期间，除展示各丝路沿线国
家和各地区的文化精品外，展会期
间还将举办2017三亚文化产业重点
项目推介会暨签约仪式、十大优秀
文化品牌颁奖晚宴、“一带一路”沿
线精品旅游城市文化交流投资峰
会、网上丝路集市等系列活动，进一
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间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2017三亚国际文博会8日开幕

30多个国家和地区文化精品同台争艳

（本版策划/肖皇 本版撰稿/羽鸢）

主打国际化，侧重海洋文化，兼顾本土文化

9大主题展馆共计420个展位

展出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

本届三亚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主题

主会场设置

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面试报名工作将启动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曾
中笑）省考试局今天发布公告，我省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面试报名工作即将启动，考生可在12月12
日至15日17时前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网（http：//www.ntce.cn）填报本人报名信息。

省考试局提醒，考生报名参加我省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面试，必须符合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面试报名条件，并如实填报报名信息。若弄
虚作假获取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资格，即使
获得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一经查实，仍将按照
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考生须本人登录教育部教师资格考试网报名
系统进行报名，并对本人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报
考信息的准确性负责。禁止委托培训机构或学校
团体代替报名，如因违反而造成信息有误，责任由
考生本人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