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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乐城国宁生鸡摊销售的鸡肉，氯霉素检出值为0.9ug/kg，标准规定为不得检出

屯昌万佳源百货有限公司销售的乌鸡，沙拉沙星检出值为55.2ug/kg，标准规定为≤10ug/kg
陵水英州农贸市场周志飞禽肉摊销售的鸭肉，氯霉素检出值为1.4ug/kg，标准规定为不得检出

琼中营根林容猪肉摊销售的猪肉，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检出值为1889.6ug/kg，标准规定为≤100ug/kg
白沙牙叉丽元熟食摊销售的鸡肉，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检出值为331.4ug/kg，标准规定为≤100ug/kg
定安定城天安百货塔岭分店销售的西芹，甲拌磷检出值为0.098mg/kg，标准规定为≤0.01mg/kg
白沙牙叉甘凤琼蔬菜摊销售的西芹，甲基异柳磷检出值为0.14mg/kg，标准规定为≤0.01mg/kg
儋州利健食品饮料厂生产销售的椰景牌饮用纯净水（规格：18.9升/桶）

洋浦万福粮油商行销售的标称为洋浦冰源纯净水厂生产的冰源牌包装饮用水（规格：16.8L/桶）

制图/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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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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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月 4日讯 （记者郭
萃）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政府获悉，为做
好2018年春节蔬菜保供稳价工作，海
口市将每月种植蔬菜3.35万亩，保证
每日本地蔬菜供应量达到920吨以
上，再加上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春
节期间蔬菜日均总投放量的200吨，
可以保证每日蔬菜供应量超千吨。

据了解，海口市农业局将加大对
本地蔬菜基地生产扶持的引导力度，
扩大本地叶菜种植及提高产能，组织

种植市民喜爱的基本蔬菜及春节节
日期间的特殊品种蔬菜，确保每月种
植蔬菜面积3.35万亩，其中叶菜种植
面积1.59万亩。同时，指导农民合作
社、企业与基地做好产销对接，推广
订单式种植，实现“菜篮子”产品具有
可追溯性，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稳定
有效的供给调节，帮助农民扩大销
路，增加收入。

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将提高菜
篮子蔬菜基地生产保供能力，在全市

增设60个平价菜临时直销点，每日向
市场投放“一元菜”和10种基本品种
蔬菜60-80吨，春节期间蔬菜日均总
投放量200吨，确保基本蔬菜品种价
格的稳定。如基本蔬菜品种价格涨幅
达预警条件时，运用平价菜“批发直
销”、加大平价菜投放量、设立应急直
销点等稳价措施，平抑市场价格。同
时加快推进海口市菜篮子公益性大型
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建设，确保
2018年春节实现蔬菜批发运营，发挥

保供稳价作用。
海口市商务局将组织蔬菜批发运

销企业做好蔬菜调运、储备、投放工
作，确保蔬菜动态调运储备量满足全
市3-5天需求，确保蔬菜供应不出现
缺货现象。遇特殊情况，根据《蔬菜储
备工作方案》启用3000吨常年蔬菜储
备，同时增加本地蔬菜的供应量。

同时，海口市交通、交警部门将在
运输环节加大扶持力度，牵头制定畅
通“绿色通道”的相关政策，保障海口

市蔬菜市场供应。对于发布虚假信
息、囤积居奇、操纵价格、恶意涨价、牟
取暴利、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损害消费
者利益等违法行为，海口市工商局将
坚决予以查处。

此外，海南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将
在不影响蔬菜质量的前提下，保证蔬
菜储存量比平时多一倍以便应急使
用，在节日期间，各商户正常营业，经
营过程中要明码标价，对于无故不经
营的商户将取消经营资格。

海口多举措确保春节蔬菜市场稳定

保证每日蔬菜供应量超千吨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
今天第三届海口火山自行车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作为自行车旅游休闲运动专业品牌赛事，该
活动将于1月20日至21日在海口启幕。

海口市秀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赛事预
计将有来自省内外、境外的2000名以上自行车选
手及爱好者报名参赛，开幕式当天到达现场的观
众将累计达到近万人次。与往年一样，今年也在
火山口地区举办了乡村集市和美食节，主办方邀
请了秀英各地的土特产商家在文化节上进行展
销，在突出火山美食特色的同时，还有来自全省各
地及岛内外的30多家美食商家参展。今年赛事
的总奖金25万元，其中海南本地选手奖金20万
元，省外选手奖金5万元。

该文化节已连续举办两届，每一届的一系列
活动都吸引了数千名岛内外专业选手及骑友参与。

第三届海口火山
自行车文化节20日启幕

本报海口1月 4日讯 （记者罗
霞）由省食药监局今天发布的2018
年海南省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
（第一期）显示，近期省食药监局组
织抽检食用农产品、饮料、速冻食

品、蛋制品四类产品341批次，抽样
检验项目合格样品332批次，不合格
样品9批次。

对发现的不合格产品，我省各级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经采取措施依

法查处，督促生产经营者立即封存、
下架和召回不合格产品，及时查找问
题原因、化解风险，并加强对生产经
营企业的日常监管，加大跟踪抽检力
度，防控食品安全风险。

省食药监局欢迎公众积极参与
食品安全监督，如果在市场上发现
有毒有害食品，可拨打12331 投诉
举报，如经查实，最高可获50万元
奖励。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邓海
宁 罗霞 通讯员唐静仪 贺澜起）为
严格贯彻落实1月1日起施行的《网
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有效遏制网络餐饮服务由于订
餐量激增和订餐平台的快速扩张而
出现的第三方平台对入网商家管理
不到位、部分商家经营不规范等问

题，今天上午，海口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对群众投诉举报的网络餐饮
存在的问题依规依法进行查处整治
工作。

整治行动由海口市食药监局牵
头，组织该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区
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对海口美兰藤飞
餐饮店（店招牌为“白莲鹅餐饮店”）、

海口美兰利创滴滴简餐、“麻辣田鸡
煲”餐饮店、时利和烤肉拌饭等涉嫌
违规经营的餐饮店进行突击检查。

经查，“白莲鹅餐饮店”“麻辣田
鸡煲”餐饮店、时利和烤肉拌饭等3
家餐饮服务单位存在未取得许可证
从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问题，违反了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和《食品安全法》，执法人员依照
法律规定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对持
有效许可证但存在不规范经营问题
的餐饮服务单位海口美兰利创滴滴
简餐，执法人员当场下达《责令整改
通知书》给予警告，要求企业限期整
改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经整改验收
合格后方可经营。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邱
甜 马润娇）海南省榆亚盐场原场长
陈高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多次收受他人贿赂1000多万元，
滥用职权 ，造成国有资产 流 失
2855.6万元。近日，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以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
处被告人陈高锋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

据了解，2000年至2015年间，被
告人陈高锋在担任海南省榆亚盐场场
长、法定代表人及党委书记期间，利用
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分多
次收受海南安瑞投资有限公司张某、
海南兰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兰某、承包商程某华等12人贿赂
款，共计人民币1493.9244万元。

1998年至2012年，被告人陈高
锋在担任海南省榆亚盐场场长、法定
代表人期间，违反国有资产运营、转
让的相关规定，未经评估，将榆亚盐
场名下4宗国有土地低价转让、1宗
国有土地低价作价入股联营并变更
收益方式，共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2855.6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高锋
在担任榆亚盐场场长、法定代表人及
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款。
同时，被告人陈高锋在担任榆亚盐场
场长、法定代表人期间，滥用职权，造
成国有企业资产流失，使国家利益遭
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国有
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2855.6万元

海南省榆亚盐场原场长
陈高锋一审获刑13年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邱
甜 马润娇）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原董事长刘明贵利用职务之便，为
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
计人民币1085.7万元、130万港币、
1.5万美元和一对花梨木椅。近日，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被告人
刘明贵犯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
180万元。

据悉，2005年至2015年间，被
告人刘明贵在担任海南省电子工
业总公司总经理、海南兴业聚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南钢铁公司
总经理、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
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

在海南省纪委“两规”调查期间，
刘明贵坦白交待了上述受贿犯罪事
实。在被省纪委调查之前，刘明贵通
过其妻子余某退缴赃款共计111万
元到省纪委廉政账户。法院侦查期
间，从李某钟处追缴刘明贵赃款450
万元，刘明贵妻子余某退缴赃款180
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明贵
在担任省电子总公司总经理、兴业聚
酯公司董事长、海发控公司总经理期
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收受他
人财物，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为他
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触犯法律，构
成受贿罪，应予严惩。综合本案被告
人刘明贵受贿犯罪的性质、情节、后
果及认罪、悔罪表现等情况，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受贿逾千万元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原董事长刘明贵一审获刑12年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尤梦
瑜）记者今天从省群艺馆了解到，继
2017年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播出取
得良好反响后，2018年，全民艺术普
及公益性节目《群文视界》将于1月6
日起再次亮相省广播电视总台，进一
步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公共文化
服务提出的新要求。

节目将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公共
频道播出，每周播放一期，每周六17：
50首播，周日17：50重播。

《群文视界》是一档包括音乐、舞
蹈、戏曲、美术、书法、摄影、民间传统
手工艺及群星微课堂等艺术普及教学
内容的节目，2018 年计划播出 52
期。相比去年，今年播出的节目除了
教授书法、国画、声乐课堂、交谊舞、国
际礼仪、化妆课、民族剪纸、椰雕、贝雕
等常规课程内容外，还新增了不少亮
点，制作团队特意编创了具有海南民
族特色的广场舞，如琼剧广场舞等。
观众们都可通过节目进行学习。

2018《群文视界》
本周六开播
以电视教学普及艺术学习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陶
善军）昨天上午，中华慈善总会、海南省慈善总会、
海口市慈善总会联合开展“关爱军人家庭援助”活
动。活动现场为驻琼部队相关受助军人每人发放
2000元-5000元的救助金。据介绍，该活动援助
驻琼部队现役军人中的困难家庭（包括军人配偶、
子女、父母），帮助部队官兵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
难，让他们安心在部队工作。

中华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关爱军人
家庭援助”项目作为中华慈善总会大众慈善百
千万工程的重要内容，5年来，通过开展救助活
动，帮助那些因疾病、残疾、突发事故等各种原
因导致生活极度困难的军人家庭；同时通过彰
扬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慈善行为，激发社会
力量加强对这一群体的支持，一方面帮助特困
军人家庭解决最现实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
通过提供培训机会或资金支持，帮助他们自力
更生，彻底摆脱困境。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中华慈善总会大众慈善
基金捐资30万元、海南省慈善总会捐资32.5万
元、海口市慈善总会捐资30万元，共计92.5万元
开展“关爱军人家庭援助”项目，用于援助驻琼部
队297户困难家庭。

“关爱军人家庭援助”项目捐赠仪式
在海口举行

捐资92.5万元援助
驻琼部队297户困难家庭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郭建盟 张振豪）刚刚过去的元旦小长假，再次点
燃游客对海南离岛免税品的消费热情。据海口海
关统计，元旦3天假期，三亚、海口两家免税店销
售离岛免税品12.29万件，购物人数2.73万人次，
销售金额达1.08亿元人民币。

数据显示，今年元旦小长假，海南离岛免税销
售件数、购物人数及销售金额分别较2017年元旦
假期增长26.83%、19.74%和14.73%，创历年元旦
假期新高。而化妆品、箱包和手表则深受消费者
青睐，位列元旦离岛免税销售额前三甲。

“离岛免税销售的持续火爆给海关监管工作
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海口海关行邮监管处负责人
说。海口海关通过提前了解企业备货需求，做好
节假日岗位设置和人员配备，发挥“科技+制度+
人工”监管模式优势，借助离岛免税监管系统、智
能报警系统等设备设施，实现对免税品进口、出入
库、销售、配送和离岛等全流程监管。据统计，今
年元旦期间，海口海关离岛免税监管岗位加班超
过120人次。

同时，针对节假日客流量增加以及在机场购
买免税品时间有限等实际情况，海口海关在机场
隔离区、到达厅和免税店卖场等主要场所放置离
岛免税政策和购物流程宣传资料、提供现场业务
咨询、解答旅客疑问，为购物离岛旅客提供方便，
全力确保离岛免税顺利运行。

元旦假期海南
离岛免税销售1.08亿元
创历年元旦小长假新高

1月4日晚上，位于海口中山南
路的海南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各个
蔬菜批发档口一片繁忙。

为确保市场在春节期间蔬菜供
应充足，价格稳定，海南凤翔蔬菜批
发市场做足“功课”。

目前，该市场管理部门严格要
求市场内各档口蔬菜储存量要比平
时增多一倍，派员到外地蔬菜产地
加强有效储备，严格监管各档口价
格波动等情况。

本报记者 张杰
实习生 肖亚梅 摄

加强储备 监管菜价

海南凤翔蔬菜批发市场
忙“功课”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袁成志 潘彤
彤）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
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结果，我省龙桥（中石化）服务
区和东红服务区获评全国达标服务区，打破了我省
无达标高速公路服务区的被动局面，也标志着我省
高速公路服务区升级改造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2017年以来，为不断提升我省高速公路服务
区服务质量，在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下，在省交通
运输厅的指导下，省公路管理局加强了对我省高
速公路服务区整顿改造和提升服务质量工作，不断
查摆问题，督促各服务区对存在问题进行大力整
改。此次龙桥（中石化）服务区和东红服务区获评
全国达标服务区正是这一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效。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
强对各服务区的检查指导，针对存在问题大力督
促整改事宜，并根据“多规合一”，分期分批对全省
服务区的布局、间距、规模等进行统一规划和改造
提升，计划用2-3年的时间至少建设2对百佳示
范服务区、4对优秀服务区。

交通运输部发布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
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结果

我省实现高速公路
服务区达标零突破

被曝光车辆如下

琼A0FL57 琼A0J317

琼A0PA51 琼A0WC98

琼A0Y826 琼A1CJ97

琼A1DS79 琼A1E381

琼A1EW66 琼A12P29

琼A15W87 琼A17J92

琼A17V95 琼A18D85

琼A069AF 琼A101H0

琼A185H5 琼A188R7

琼A0860X 琼A1268X

我省发布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

9批次产品不合格

海口严查网络餐饮违规服务经营行为

3家餐饮店未取得许可证被立案查处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钟玲）为
警示广大驾驶人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今天下午，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
近期监控抓拍的20辆不礼让行人车
辆予以曝光，希望广大驾驶人引以为
戒，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文明行
车，共创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
环境。

海口交警提醒广大市民，《道路交
通安全法》明文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
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
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目前海口
设置了多套“机动车不礼让行人”抓拍
设施，用于抓拍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
违法行为，违反规定的驾驶人将被处
以罚款100元，并记3分。

记3分罚100元！

海口曝光一批
不礼让行人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