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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查获2000多箱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余小艳）5月27
日上午，根据群众举报线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在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日发大道旁的一座废旧
仓库，突击查获一批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目前，执法人员已对涉案物品进行查扣，案件正在
进一步调查处理当中。

经现场查验，该仓库存放着“航空杯”“PP-
142盖”“珍珠奶茶饮管”“注塑环保餐盒”等，为海
南禁止销售使用的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执法人员
进行现场取证，并向仓库负责人了解具体情况。

现场执法人员表示，目前了解存货仓库约
400平方米，初步估算所存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2000多箱，数量超过20万个。

仓库管理员符志明表示，该仓库属于海口琼
山宇龙贸易有限公司所有。海口琼山宇龙贸易有
限公司已于2014年破产，公司厂房一直荒废至
今。今年4月，一位李姓老板以每月6000元租
金，向其租下仓库部分场地，并未告知其所存放货
物为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支
队人员表示，由于此批货物涉及数量大，预计先将
货物查扣，具体数额待进一步清算。下一步将继
续寻找货主，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对当事人作
出处罚。

中签率49.8%
我省5月小客车摇号结果出炉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5月26日15时，海南省第32期小客车保
有量调控增量指标配置结果出炉。当天共产生
9319个个人普通小客车中签编码，681个单位普
通小客车中签编码,中签率49.8%。申请人可直
接登录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信息系统
网站查询中签结果。

高空抛物罪
海南首案一审宣判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毛雨佳 蔡莉）5月27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来到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对海南省
首例高空抛物罪案公开作出一审宣判，该案件是
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后，海
南法院审理的首宗高空抛物罪刑事案件。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卢某（男，现年47
岁）与其女友张某共同居住在海口市龙华区某小
区16楼C-1601房。2021年1月25日21时许，
卢某酒后和张某发生口角，一气之下将一部台式
电脑显示屏从其房间窗口扔下，砸破停放在楼下
的一辆小汽车的前挡风玻璃（经鉴定，该车的损坏
的价值为人民币826元）。同日22时许，张某报
警，海口金贸派出所接警后派民警李某、辅警杨某
到场处置，李某、杨某到达现场表明身份后，卢某
突然拿起菜刀冲向两人，李某、杨某快速转身后退
并用身体顶住楼道内的木门抵挡卢某，卢某仍不
断挥舞菜刀，李某、杨某遂撤离至一楼呼叫支援，
支援警力到达后将卢某抓获，当场扣押菜刀一把。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卢某犯高空抛物罪，判
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犯妨害公务
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关注新冠疫苗接种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傅
人意 通讯员王秀师）“菜篮子”虽小，
却关乎百姓的幸福指数。5月27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
今年1月-4月我省蔬菜、猪肉等“菜
篮子”价格持续回落，保供稳价调控措
施成效初显。

今年以来，省稳价办协调各市县
政府和农业农村、商务、交通运输、市
场监管等省直有关部门采取多项措
施，从产、供、销、储各环节不断推进

“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
1月-4月，我省农贸市场蔬菜价

格逐月下降。4月份，我省农贸市场
蔬菜零售均价同比下降15.48%，环比
下降6.83%。

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明显。4月
份，我省农贸市场鲜猪肉零售均价同
比下降11.34%，环比下降4.71%。

受食品价格下降影响，特别是
猪肉价格连续下降，2020年我省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总体呈下
降态势。2021年1月-4月我省CPI
同比累计下降0.9%。4月份，我省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4%，比全国平均水平（0.9%）低0.5

个百分点。
省稳价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

通过建立健全稳价控价长效机制、积
极推进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工作、
加强“菜篮子”生产保障、优化市场流
通体系建设、建立政府主导调控平台、
增加“菜篮子”产品应急储备和岛外调
运调节、加强市场巡查监管等多措并
举保供稳价。

尤其是，今年省政府成立平价菜
保供惠民行动专班开展平价蔬菜保
供惠民行动工作。市县政府相应成
立平价菜保供惠民行动专班，积极落

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工作目标。省
发展改革委大力推进我省平价菜价
格监测体系建设，每月通报我省各市
县“15+N”种基本蔬菜和其他蔬菜品
种月均价，努力实现降低菜价的工作
目标。

加强“菜篮子”生产保障方面，我
省督促各市县落实常年蔬菜基地最低
保有量，保持我省15万亩常年蔬菜基
地规模；提高蔬菜种植设施化水平。
大力推进蔬菜大棚建设，提高夏秋季
蔬菜特别是叶类菜生产能力，逐渐提
高本地蔬菜产量，使我省蔬菜自给率

达到65%；建立我省“菜篮子”价格保
险机制。海口、三亚、澄迈、文昌、定
安、琼海、屯昌、保亭等市县推进蔬菜
价格指数保险力度较大；提高生猪市
场供应量。

接下来，我省将大力推进平价
商店、平价专区、社区菜店、平价摊
位等多模式的平价网点建设，逐步
提高平价菜的市场比例，发挥平抑
市场价格的作用，力争今年国企主
导平价菜销量市场份额占比达到
15%以上。同时，我省将继续加强
市场巡查监管。

我省从产、供、销、储各环节不断推进“菜篮子”保供稳价

今年前4月“菜篮子”价格回落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5月27日下午3点半，在三亚市
中医院新冠疫苗接种门诊门口，一条
长队已经整齐排好。忙碌的工作人员
各司其职，有序接待前来接种的群众，
现场秩序井然。

陈媛是该院新冠疫苗接种门诊的
负责人，从去年12月筹备接种门诊开
始，她一直坚守在岗位上。由于忙碌，
即使在装有空调的屋内，她的额头上

仍布满汗珠。
当前，三亚正全力推进新冠疫苗

全民免费接种工作，截至5月26日，
累计接种70万人次，其中已完成两
剂次达49万人次，60岁及以上老年
人群4.2万人。这背后，离不开医护
人员在疫苗接种相关岗位上的日夜
坚守。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繁忙而琐碎，
陈媛在现场跑前跑后，一刻不得停
歇：接听群众打来的咨询电话；引导
现场群众有序排队，叮嘱他们戴好口
罩；安抚群众等待的焦急情绪……

“最忙的时候，一天接种 2000 名群

众，忙得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
有。”陈媛说，接种门诊的同事们克服
困难，放弃午休时间，减少喝水上厕
所的频次，连吃午饭都实行轮岗，只
为节省时间，提高接种效率，为广大
群众接种提供便利。

来自内科的黄河飞对着电脑，仔
细核对每一名接种群众的信息。“很多
人想接种，但不一定都符合接种要
求。”黄河飞说，为保证安全有效接种
疫苗，她会对每一位前来接种的人员
进行健康询问，在确认没有疫苗接种
禁忌症的情况下进行摸底登记。

陈媛告诉记者，黄河飞之前从内

科借调来新冠疫苗接种门诊工作，后
因为内科人手紧缺又回去了，当天是
她的休息日，但是她主动放弃休息时
间，来接种门诊支援。

接种人员坚守岗位，默默付出，
有力地保障了三亚疫苗接种工作有
序推进。一件事情令陈媛印象深刻：
一天凌晨两点半，负责疫苗冷链管理
的同事邢春暖接到冰箱故障报警信
息，二话不说赶到医院排查故障，即
便没睡好觉，当天依旧准时出现在工
作岗位上。

“这个接种点设备设施齐全，热
了能吹上空调，渴了有水喝，接种有

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咨询医生护士
和志愿者，太贴心了。”在三亚市中
医院接种新冠疫苗的吴国春说。据
悉，目前，三亚市共有 31个新冠疫
苗接种点。每个接种点通过提供温
馨的服务完善硬件设施、创新宣传
引导等举措，让群众接种疫苗舒心
有序。

“接种疫苗是当前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最有效的防控措施之一。为市民
做好疫苗接种服务，助力疫情防控，这
既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
陈媛说。

（本报三亚5月27日电）

三亚医务工作者全力以赴保障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有序推进

坚守在疫苗接种点的“温柔战士”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计思佳 特约记
者陈创淼 通讯员柴文娅）5月27日下午，以“新
农人·新风采”为主题的2021海口火山荔枝王大
比拼活动在秀英区永兴镇永兴电商扶贫中心举
办，16位荔枝王种植户带着种植的荔枝果品进行
了现场比拼。最终，来自永兴镇建群村委会美梅
村的王琼文赢得冠军。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评审区一个个荔
枝色泽红润、个大饱满，十分诱人。来自省农业科
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的3名评审专家按照荔枝王
品种的5个单果总重量、外观、果实甜度、病虫害发
生测定综合打分，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
三等奖3名，优胜奖10名。

据统计，今年秀英区荔枝种植面积达25137
亩，主要品种有紫娘喜、大丁香、南岛无核荔枝、妃子
笑等，产量预计1.3万吨，亩产1100斤至1200斤。

“我们的目的是为荔农搭建一个相互交流学
习的平台，推动荔枝增产、荔农增收，加快产业发
展。”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芳表示。近年来，
每到荔枝成熟季节，永兴镇都会举行荔枝王大比
拼活动，活动现场，荔农们可以通过专家“传经送
宝”，不断优化、改善荔枝种植方式，不断提高荔枝
品质。

冠军单果。（活动主办方供图）

海口举行
火山荔枝王大比拼活动

我省发布高温环境生产和生活安全防范提示

防火灾触电 防雷击溺水 防汽车事故

海南省2021年度
公务员考试开始面试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 （记者彭
青林）记者5月 27日从省考试局获
悉，海南省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
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的
面试工作，从5月27日起至6月5日
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进行。获得面
试资格的人员须严格遵守考试疫情
防控管理要求和面试考场规则，否则
将依法追究有关责任。

参加此次面试的人员，是根据考
生的笔试成绩排名和招录名额，在达
到笔试合格分数线以上且通过资格复
审的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排序确
定。招录名额与参加面试人员的比例
按以下办法计算：招录名额在10人（含
10人）以上的，比例为1∶2；招录名额
在9人（含9人）以下的，比例为1∶3；达
不到上述比例的职位，按达到笔试合
格分数线的实际人数确定面试人选。

据悉，考生接到资格审查单位
的面试通知后必须在面试当天上午
7：30 前到面试地点报到。超过 8：
00未报到的，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
格。考生必须凭有效期内的二代身
份证和准考证参加面试，两证缺一
不可。如有考试前遗失身份证、准
考证的，也应按程序及时补办后方
可参加面试。

疫情防控是此次面试工作的重
中之重。按要求，考生进入考点须
佩戴口罩，经过测温，核验海南省健
康码，并符合疫情防控健康监测相
关要求。

5月27日，在位于东方市大田镇的海南农垦广坝农业产业基地的雪茄种植园中，农户忙着采摘雪茄叶。据统计，
该基地吸纳了近50名职工群众长期务工，并通过提供临时岗位等形式，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助农增收，为乡村振兴提
供坚实产业支撑。 文/本报记者 邓钰 图/本报记者 袁琛

助农增收“黄金叶”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孙慧 实习生焦晴）5月以来，我省多地连续高温日数突破历史极值，气象部门预测5月28日将再次出现持续高温天气过程。
为最大限度减少各类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正常秩序，省应急管理厅5月27日向社会发布高温环境生产和生活安全防范。

防火灾触电

高温季节是城乡用
电高峰，电气设备用电量
大，超负荷、大功率的使
用，易发生电气火灾和触
电事故。应加强电气线
路检查，及时更换老旧电
器和设备，不超负荷用
电。高温天气易出汗，不
可用湿手、湿布接触带电
的灯头、开关和插座。

防高空坠落

高空作业必须系好安全
带，戴好安全帽，确保各类高
架平台护栏齐全、可靠。避免
高温时段户外作业、高温天气
长时间露天作业，禁止雷雨天
气在高空或上罐作业。高空
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技术
培训并持证上岗，必须定期进
行体格检查。发现身体不适，
应立即停止作业。

防中毒爆炸

高温下，有毒有害气体挥
发、扩散速度加快，接触有毒气
体岗位的操作人员容易发生中
毒，应加强人身保护和监护。
检维修作业时，佩戴防护用
品。进入有毒有害、易燃易爆
介质的设备、空间施工前，应取
得受限空间作业证，采取清洗、
通风、取样分析、检测等措施，
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防雷击溺水

伴随高温而至的雷雨天
气，建筑物、罐区、易燃易爆
区域应安装避雷装置；户外
遇雷雨时，尽可能站在不吸
湿的材料上，不站在高大单
独的树木下，不靠近高压电
杆、铁塔、避雷针的接地线周
围20米以内。不到无安全设
施、无救护人员、无安全保
障、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防中暑脱水

高温下，人体内热量散
发困难，出现头昏、头痛、口
渴、多汗、全身疲乏、心悸、注
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
症状即为中暑，人体排水过
多又不及时补充造成体内水
量不足为脱水。应准备好降
温品，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并
限制作业时间。应及时补充
水分，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

防汽车事故

在高温天气驾驶各类型
车辆，应定期检查轮胎安全。
发现车体冒烟并伴有刺鼻气
味散出时，应立即停车熄火，
远离故障车辆，采取求助措
施。车内严禁长期存放手机、
相机、充电宝等带有电池的设
备，以及香水、罐装喷雾、碳
酸饮料、老花镜、打火机等物
品，防止造成车辆自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