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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鲜猪肉
鲜猪肉
鲜羊肉
鲜牛肉
鸡肉
鸡蛋
带鱼
青椒
尖椒
芹菜
油菜
圆白菜
豆角
韭菜
西红柿
胡萝卜
土豆
大白菜
蒜苔
冬瓜
苦瓜
空心菜
地瓜叶

规格、等级
白猪肋条肉
白猪精瘦肉
新鲜带骨
新鲜去骨

白条鸡、开膛、上等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冻 250克左右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平均价格
11.84
17.23
42.85
44.93
17.60
7.26
22.74
6.14
6.31
5.69
4.19
3.00
5.34
4.92
5.27
3.64
2.94
2.92
6.23
2.22
5.32
3.86
3.63

日环比
-0.75%
0.00%
-0.44%
0.00%
1.27%
1.11%
1.56%
16.73%
18.83%
8.59%
16.07%
3.45%
4.91%
-0.40%
8.21%
0.00%
1.73%
2.10%
7.23%
-0.89%
4.93%
-2.53%
-1.63%

海南菜篮子价格快报
发布单位：海南省物价局
采价时间：2018年9月17日 单位:元/斤

更多菜篮子价格信息，请登录“海南价格网”查询。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金昌波 实习
生王文卓）自9月 15日起，出生、死亡、亲属关
系、学位学历等60项公证事项可在全省范围内
全面实现“最多跑一次”。海南日报记者了解
到，这是省司法厅、省公证协会近日印发的《海
南省“最多跑一次”公证事项及其证明材料清
单》通知中要求的。

据悉，“最多跑一次”的60项公证事项有：出
生公证；曾用名公证；国籍公证；学历公证；学位公
证；职务（职称）公证；职业资格公证；出生医学证
明公证；身份证公证；护照公证；户口簿公证；因迁
移户籍注销公证；生存公证；死亡公证；住所地公
证；居住地公证；无（有）犯罪记录公证；在读（学）
证明公证；毕业证书公证；学位证书公证；成绩单
公证；会考证公证；职业资格证书公证；专业技术
等级证书公证；机动车驾驶证公证；体检表（健康
证）公证；接种证明公证；病历（案）公证；诊断证明
书公证；死亡医学（推断）证明书公证；（无）婚姻登
记记录证明公证；结婚证公证；离婚证公证；收养
登记证公证；民事判决书公证；民事调解书公证；
判决生效证明公证；在职证明公证；收入证明公
证；税收完税凭证公证；不动产权证书公证；机动
车登记证书公证；存款证明公证；退休证公证；退
休金发放清单公证；法人资格公证；非法人组织资
格公证；营业执照公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公证；税
务登记证公证；公司章程公证；许可证公证；审计
报告公证；验资报告公证；专利证书公证；商标注
册证书公证；影印本与原本相符公证；未成年子女
的父母委托书公证（仅限于出国留学、旅游等用
途）；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单方声明书公证（仅限于
出国留学、旅游等用途）；出国留学协议公证。

省司法厅、省公证协会要求，公证申请人可事
前通过海南省司法厅网站等途径公布的公证机
构、公证员咨询电话进行业务咨询、预约办证时
间。对法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无争议的公证事
项，只要申请材料齐全、真实，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的，到公证处现场“最多跑一次”即可完成相关手
续。对不能当日办结的事项，公证机构根据当事
人需要提供邮寄送达公证书服务。通过开展事前
咨询和事后邮寄送达等延伸服务，确保实现当事
人“最多跑一次”。

我省深入推进公证领域
“放管服”改革

60项公证
让你“最多跑一次”

本报抱由9月17日电（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李金波）9月 11
日，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的

“百家企业安全行”活动来到乐东黎
族自治县。由省安委办、省安监局、
乐东安监局、乐东住建局等部门组成
的检查组对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海汽乐东分公司商务综合大楼施工
项目、乐东车站、盛盛百佳汇超市等
多家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检查
组表示，安全生产人人有责，企业要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完善的
管理制度，做好应急预案，加强职工
安全教育培训，夯实安全生产。

11日上午，安全行检查组与媒体
记者深入到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进行检查。检查组一行首先实地检
查了矿区安全文化长廊、尾矿库、应
急调度指挥中心、应急器材库、民爆
物品库等，然后深入到井下作业现场
和选冶厂的重点部位及关键岗位进
行细致检查。

“作为全国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
业，我公司每年安全投入都在1000
万元以上并以每年不低于15%的比
例递增。近3年先后建设了绵延5公
里多的井上井下多条安全文化长廊，
将闭库后的尾矿库建设成了群众休
闲娱乐广场，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风
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
现连续多年安全生产无事故。”海南
山金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经理
李卫国向检查组介绍，目前公司的应
急管理工作正在积极适应形式的发
展，逐步由矿内应急向社会应急拓

展。今年以来新购置了多台套消防
车、降尘雾炮机、挖掘机、装载机等。
井下作业地点实现了安全避险六大
系统全覆盖，完成了机械化换人、自
动化减人改造工作，矿山信息化、智
能化水平大幅提升。

检查组一行要求海南山金矿业
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汛期安全生产工
作，要确保做到“逢暴雨天气停产撤
人”和“三分钟通知到井下”。同时指
出该公司要先试先行，深入开展好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机制”建设工作，继续做好安全
文化建设工作，不断提高应急能力，
在全省非煤矿山企业起到引领和示
范作用。

“我公司始终秉承安全环保双零
目标，加大创新机制，层层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教育培训。”海

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安全总监万记
龙向记者介绍，公司将始终以建设

“远看像景点，近看是花园”的现代化
矿山为目标，努力打造特色型绿色生
态矿山。

11日下午，检查组分别来到乐东
车站、盛盛百佳汇超市，检查人流密
集场所的安全生产工作。检查组认
真查看了硬件安全设施，并随机询问
安检员、防损员等工作人员安全常
识。工作人员现场向检查组演示了
消防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的正确操
作方法。

在海汽乐东分公司商务综合大
楼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检查组发现
该工地存在部分工人未戴安全帽、
光膀露背作业，电梯口防护措施不
到位等安全隐患问题，现场下发了
整改通知书。

百家企业安全行

“百家企业安全行”活动走进乐东

筑牢安全源头防线 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本报海口9月 17日讯 （记者
叶媛媛）9 月 16 日晚，受台风“山
竹”影响，海口市琼山区振兴路东
盛名苑小区路段上部分树木被大
风刮倒，杂乱地躺在路中央，严重
影响群众正常出行。居住附近的
市民梁阿姨向 12345 热线去电反
映了这一情况。

接到求助电话后，12345海口
智慧平台迅速联系海口市公共管理
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对倒塌树木进行处理。由于树木枝
叶较为茂盛，工作人员还找来切割
工具，现场将树木分块迁移。没过
多久，路段交通就恢复了秩序。

“这么晚还赶过来给我们解决
问题，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梁阿姨
又向12345热线去电表示感谢。

9月14日至今，海口全市上下启
动多项防台风“山竹”的保障措施。
12345海口智慧平台运用大数据分
析，将群众的诉求摆在第一位，整合
各部门资源高效处理，切实解决一批
又一批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

除了常规的联勤联动服务，此
次防台风期间，12345海口智慧平
台还启动了对全市15.5928万处井
盖、130个水库的实时监控。这样
的监控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9 月 16 日 当 天 ，有 群 众 向

12345热线反映，海口美俗路北侧
一个市政井盖周边破损，存在安全
隐患。此时屋外正刮着大风、下着
大雨，如何迅速确认破损井盖位置
成为平台亟需解决的难题。

“此时实时监控就起到了重要
作用。”12345海口智慧平台有关负
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12345热
线受理办件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调出监控系统，通过监控确认了井
盖的具体位置，“随后我们将这数据
和情况及时地转交给排水管道养护
所，办件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据悉，此次防台风期间，12345
热线接到的办件量不小。9月16日

零时至19时30分，热线呼入量就有
2131通，共受理2494件办件。其
中防台风类办件问题主要集中要求
修剪树木、各类安全隐患、台风气象
咨询和机场、轮渡航班信息咨询。

群众利益无小事。12345海口
智慧平台有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海口12345热线在防台风期
间，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台风防范应
急预案，优先处理台风类办件。通
过加强部门联勤联动，开通应急联
动专席，充分整合平台各类资源，让
大数据发挥出研判、分析等功能，在
极端天气中发挥出平台“指挥棒”

“绣花针”“连心桥”的作用。

全力以赴 防抗台风“山竹”

风雨交加时热线受理不停歇
海口12345热线20个小时共受理群众办件2494件

澄迈东水港岸线蚀退近400米，渔民急盼清淤护堤——

“谁来呵护我们的避风港？”

“失驾”男子屡次违法
涉嫌醉驾被刑拘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
9月16日 20时许，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龙华大队接到南海大道与金
牛路交叉口处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交
通事故的警情通报，执勤民警迅速赶
往现场处置。经调查发现，41岁男
子蔡某辉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引
发交通事故，其驾驶证已处于“失驾”
状态，累积记分达49分。目前，蔡某
辉已被刑拘。

据了解，当晚执勤民警赶到现场
后，发现其中一名男性驾驶人身上散
发着酒气，便要求其出示证件配合调
查。期间，该男子突然沿金牛路向北
逃离现场，男子在逃出约30米后被
民警追上并控制，随后被带回办案区
调查。

经核实，该男子名叫蔡某辉，41
岁。当晚其饮酒后驾驶车牌号为琼
A0YA78小轿车外出，在南海大道与
金牛路交叉口处等待红绿灯时，由于
放在副驾驶座上的手机响起，在侧身
取手机时不慎导致车辆前溜，与前面
两辆车发生追尾。在调查过程中民警
发现，蔡某辉曾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2018年4月7日，因使用变造的机
动车驾驶证、准驾不符等原因，被交警
部门查处。其驾驶证累积记分已达
49分，驾驶证现处于“失驾”状态。血
检鉴定结果显示，蔡某辉血液中的酒
精含量为 145mg/100ml，涉嫌醉酒
驾驶机动车。目前，蔡某辉已被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据悉，“失驾”是指当事人因驾驶
证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注销、吊销而
丧失驾驶资格，但仍驾车上道路行驶
的违法行为。

昌江纪委监委开通
“随手拍”监督举报平台
监督党员干部“五不为”作风问题

本报石碌9月17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袁平 吉书冠）日前，昌江黎族自治县纪委县监委
推出一个方便群众监督举报党员干部作风问题的
微信公众号，群众只需关注“昌江廉政”微信公众
号，就可对身边的党员干部“五不为”作风问题随
时拍照取证，揭露干部作风问题。

据介绍，群众点击“昌江廉政”菜单栏“随手
拍”按钮后，再选择“‘五不为’随手拍”按钮进入监
督举报页面，接着点击“我要举报”即可进入举报
问题页面，还可上传图片或视频材料作为附件佐
证，完成以上操作后即可“提交”举报信息。县纪
委县监委将及时核对举报信息并予以处理，同时
对举报事项、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与举报人相关的
信息予以保密。

此次开通“随手拍”监督举报系统，旨在为群
众举报搭建一个快捷的监督平台，真正打通服务
群众、强化监督的“最后一公里”，形成无处不在的
监督网，持续释放执纪越来越严的强烈信号。

小汽车高速路上自燃
三亚消防成功救援

本报三亚9月17日电（记者徐
慧玲 通讯员李宗洪）9月17日 9时
16分，三亚市消防指挥中心接到群
众报警称：三亚往海口方向大茅隧道
入口附近，有一辆小汽车在行驶途中
发生自燃，火势猛烈。接到报警后，
指挥中心立即调派亚龙湾中队2辆
消防车和11名指战员紧急赶赴现场
处置。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发现，起火
的是一辆白色的汽车，整个车身已燃
起熊熊大火，火苗由内向外猛窜。消
防官兵见状立即用两支泡沫枪对汽车
进行覆盖窒息灭火，经过近十分钟的
紧急扑救，成功将明火扑灭。为防止
车辆再次复燃，消防官兵对整个车身
进行了检查并用灭火器对主要部位进
行干粉覆盖。确定无复燃的可能后，
才把事故现场移交交警，撤离现场。

经核查，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
亡。目前，起火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
调查中。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司机：要定期
给车“体检”和保养，防止电路、油路出
现老化或故障；车内尽量不要放置香
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以免引发
火灾；车上要随时配备灭火器，并掌握
灭火器使用方法，以备不时之需。

本报金江9月17日电（记者
陈卓斌）“再不保护东水港岸线，真的
来不及了！”近日，澄迈县老城镇东水
港村村民纷纷向媒体发出呼吁。近
20年来，受海岸侵蚀、台风袭击等因
素影响，澄迈县老城镇东水港岸线蚀
退近400米，这让当地渔民很着急：
港口空间越来越小，防风林面积一
缩再缩，遇上狂风暴雨，这处“避风
港”所起的作用将大大削减。

这400米意味着什么？9月17
日，在东水港村，知情村民曾先生指
着一张摄于1995年5月的旧照向海
南日报记者进行了对比说明，“东水
港是一个呈带状分布的自然港，周
边海岸带分为南北两部分。如今北
部海岸已有近400米滩涂被海水淹
没，约占图中原画面的三分之一。”

“这给渔民造成的麻烦可不
小。”曾先生表示，一方面，下沉的沙
土随海流向南淤积，造成东水港出
口变窄、整体面积缩小，给渔民的生
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一方面，北部
海岸大量木麻黄等防风固沙植物随
滩涂沉入海中，使居民较为集中的
南岸少了一层保护屏障，台风来临
时，危险系数将大大增加。

“2014年下半年接踵而至的超

强台风‘威马逊’、台风‘海鸥’，便带
给我们很深刻的教训。”曾先生说，
那两次台风不仅给这座富庶的渔村
带来了惨重的经济损失，还进一步
导致北部海岸岸线蚀退近百米，“这
样一来，我们的危机感更强了，急切
地盼着政府及时采取清淤护堤，以
及对防潮堤加固加长等等工作。”

东水港村村委会主任曾德群
表示，对东水港北岸岸线的蚀退问
题，村里早在2013年便向县里打
报告寻求建设防潮堤等解决办法，
也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 2015
年，省水务厅、澄迈县政府曾派出
专业技术人员对北部海岸进行了
勘探、测量等前期工作，初步定下
了近5000万元的修复预算。但后
续的情况则是调研多、落实少，逐
渐被搁置下来。”

站在堤坝上眺望东水港，曾先
生忧心忡忡，毕竟时间一年一年地
过去，北岸修复的事情仍没见到稳
定的着落，“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尽快
制定方案，早点动工，让渔民们安安
心心地出海打渔，同时让这条自古
以来便存在的‘黄金海岸线’继续存
在下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见
到这么美的东水港。”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9月 17日 6时 30分，台风“山
竹”过后的清晨，海口市民开车行驶
在上班的路上，丝毫感觉不到台风
过境的凌乱：护栏没被吹倒，道路没
有积水，落叶已被清扫……而经过
一夜暴雨的洗礼，椰城的空气更加
清新、色彩愈加鲜明，整座城市秩序
井然。

“这是超强台风‘威马逊’之后，
海口投入力量最多，成效最明显的
一次科学实战演练。”海口市市长丁
晖总结说，在此次应对台风“山竹”
的过程中，海口提前部署、精准施
策、反应迅速，全市党员干部深入一
线、坚守岗位，全城总动员，筑牢防

御台风的“铜墙铁壁”，确保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无虞。

极端天气是检验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的试金石。在此次应对台风

“山竹”的过程中，海口结合过往的
经验和教训，从细处着手，对应急措
施不断优化、反复打磨、精益求精。

保障群众行车安全方面，为了
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的机动车因灾受
损，海口交警此次创新在市区易严
重积水路段安装水位标尺36根，便
于驾驶人预判安全行车。“每到暴
雨天，丘海大道海瑞桥底、金龙路
与龙华路交叉口、金福路旅游职校
等路段都非常容易积水。这两天，
我们利用交通护栏安装了 30 至
110厘米高度的水位标尺，水有多

深，车主一目了然。”9 月 16 日下
午，交警杨鹏程介绍说，这种创新
举措可以让群众的爱车减少和积
水的“深度亲密接触”。

和4年前超强台风“威马逊”期
间相比，海口现在多了很多在建的
高楼，施工工地上动辄超过50米高
的塔吊成了台风期间的重大隐患。
为此，海口市住建局在台风“山竹”
过境前对全市659台塔吊进行全面
检查，对628台塔吊采取安全措施，
其中拆除49台、降低高度295台、加
固284台。

虽然此次台风“山竹”对海口
影响不大，但在16日晚至17日凌
晨，强降雨还是导致海口市区主
干道残枝落叶随处可见。为了尽

快恢复城市面貌、保障道路畅通，
当市民都还在沉睡时，海口万名环
卫工人全员出动，第一时间展开

“还原”行动。一身身橘红色的雨
衣，成为风雨中一抹靓丽的景色。
9月17日7时，海口的市容市貌焕
然如新。

“我们要把每次台风当作一次
大演练，不断积累经验，提升城市应
对风灾的水平。”省委常委、海口市
委书记张琦表示，海口各级各部门
要借鉴广东及港澳等邻近地区防台
防汛经验，继续补齐城市内涝、道路
破损等短板问题，提前做好树木修
剪工作，让园林兼具美观和防风功
效，加强灾害应对能力。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

台风来时市民心中安宁 台风过后城市整洁有序

海口：把每次台风当作一次大演练

⬆航拍澄迈县老城镇东水港。从图片上可以看到，东水港
岸线蚀退现象严重。 （东水港村民供图）

➡1995年5月澄迈县老城镇东水港旧照。
本报记者 陈卓斌 摄

我省上调成品油价格

92号汽油8.77元/升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

任笑冬）自9月17日24时起，我省汽、柴油价格
（标准品）每吨均提高145元。调整后，我省成品
油最高零售价格：89号汽油8.09元/升，92号汽油
8.77元/升，95号汽油9.32元/升，0号柴油7.39
元/升，分别上调0.10元/升、0.11元/升、0.13元/
升、0.12元/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