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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万宁万城电杆水管厂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证号：

469006600001507，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王顺清：

本院受理的原告包文义诉被告王顺清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琼 0105 民初

28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审判监

督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海

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 0 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白沙食药监局集中销毁假白沙食药监局集中销毁假

冒伪劣食品现场冒伪劣食品现场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卓琳
植）9 月 11 日，网传关于万宁市万城镇第二小
学有一名小孩被陌生人抱走，引起社会关
注。记者日前从万宁市公安局获悉，经警方
核实，此消息并不属实，小孩是放学后自己走

路回家错过到校接护的家长。目前，经警方
努力，小孩已被找回。

据万宁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民警介绍，
9 月 11 日 16 时 30 分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在
万城镇第二小学学校门口有一名小孩被陌

生人抱走。接警后，巡警防暴警大队与摩托
车中队接到警情后第一时间赶往事发现场。

经了解，报警人张女士系小孩妈妈。当天
16时许，张女士到学校接小孩，经向班主任询
问，小孩放学后走出校门，寻找未果后报警。

了解到小孩手上带有智能定位手表，警
方通过张女士的手机定位查询到小孩的位
置在长丰高速路路段。随后，警方在长丰镇
时兴加油站附近找到这名小孩，并安全将其
送往张女士处。

未经消防安全检查
擅自投入使用
海口盛世兴利家具店被

责令停业并罚款3万元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
李志明)海口市秀英区消防大队近日在消
防监督检查时发现，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
滨路的盛世兴利家具店未经消防安全检
查擅自投入使用，违反消防法律法规，大
队监督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停止使用，并处
罚款 3 万元。

据了解，大队执法人员重点检查该单
位消防手续是否齐全、消防安全责任制度
是否落实、消防器材配置是否齐全有效、
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执法
人员发现该家具店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
自投入使用，随后依法对该家具店实施责
令停止营业，并处罚款 3 万元，并要求负责
人立即补办消防审批手续，在手续齐全、
经消防部门检查确定为合格的情况下才
可投入营业。

海口琼山消防检查医院
消防安全

增强自查自检
定期开展疏散演练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殷
凤岭)9 月 13 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大队走
进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海口市第三人民医
院开展夏季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针对检
查发现的常闭防火门未保持常闭状态等
问题，大队监督执法人员当场进行指正并
给予整改意见。

据了解，大队监督执法人员检查了医
院门诊楼、病房楼等楼层的安全出口、疏
散通道、应急照明灯、防火卷帘、疏散指示
标识、消火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同时抽
查了消防控制室值班看守人员在岗在位
情况。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常闭防火门未保
持常闭状态、应急照明灯插头被拔掉等问
题，大队监督执法人员责令医院负责人及
时整改落实，坚决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
患，同时再三叮嘱医院要加强火灾隐患自
查自检，加大安保和医务人员的消防安全
培训，定期开展消防疏散演练。

儋州铁警开展爆炸物品应急处置演练

提高查危处突能力

爆炸物品应急处置演练现场爆炸物品应急处置演练现场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符海弟）9 月 12 日，海口铁路
公安处白马井站派出所组织开展爆炸物品应急处置演练，提
高安检查危的应急处突能力。

据了解，此次演练模拟嫌疑人携带爆炸物品进入高铁站
情景。

当天上午，安检值机员通过安检查危仪发现可疑爆炸物
品后，迅速利用暗语通知执勤民警，执勤民警与安检处置员
迅速赶到现场排查，确认为疑似爆炸物品，立即控制好嫌疑
人，并汇报派出所值班领导。派出所立即启动爆炸物品应急
预案：执勤民警迅速对现场实施警戒，客运人员对旅客进行
疏散。随后，派出所排爆人员迅速将疑似爆炸物转移至防爆
桶内并运离候车室。

树上掉下一只鸟
竟是二级保护动物

白沙一胶农拾到后与民警将其放生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杨金涛）9 月 13 日，白沙黎
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民警与该县林业局工作人员、茶城派出
所民警一起陪伴胶农符某某到保护区把一只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蛇雕放归大自然。

9 月 11 日晚，符某某在胶林割胶时，发现有一只鸟从树
上掉了下来，他借助胶灯观察，发现这只鸟比较像森林公安
局在普法挂图中的蛇雕，于是连夜送到茶城派出所。次日，
茶城派出所民警陪着符某某将这只蛇雕送到森林公安局。
森警经确认这只鸟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蛇雕。经对蛇雕
全身检查，且确认未受伤后，森警于 9 月 13 日联系该县林业
局工作人员、茶城派出所民警，与符某某一起把这只蛇雕放
生在该县保护区内。

海口美兰食药监排查学生托管
机构食品安全

及时督促整改问题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何海东 通讯员韩晓静）秋季开学

伊始，海口市美兰区食药监局采取多元化监管模式，持续开
展幼儿园食堂和学生托管机构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广大师生
的饮食安全。

据了解，秋季开学前，该局组织召开 2018 年度秋季学校
幼儿园食品安全隐患自查动员会，对各幼儿园食品安全管理
员进行培训，并组织开展自查自纠。

该局还联合美兰区教育局、区综治办、区卫生局等部门
在美苑小学召开学生托管机构规范管理整治督导会，辖区学
生托管机构 30 多名负责人到场参会。同时，联合相关部门
集中对辖区内的学生托管机构逐一进行全面排查。检查重
点主要是托管机构的环境卫生、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情
况、食材索证索票和冷藏冷冻等设施的运转情况。执法人员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到位，对违法违规行为采
取“零容忍”的态度一查到底。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许光伟 通讯员麦
恩彤）9 月 6 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联合县旅游委组织全县旅馆、民
宿、旅租等行业共计 70 家单位负责人及保安
负责人召开业主集中约谈培训会。

会议强调，参会单位负责人要严格落实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排查清除消防安全

隐患，确保疏散通道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
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小旅馆、出租屋业主
要在所有防盗网上加装安全逃生窗，不要让
防盗窗变成“夺命网”；要加强员工、租户等
人员的消防安全教育，深入开展培训演练。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从严从细落实好治
安管理工作；落实入住登记和访客登记制

度，做到“实人、实数、实情、实时”登记；做到
人像比对率 100%，加强对宾馆旅馆信息系统
的日常维护，坚决杜绝“一人登记、多人住
宿”甚至无证住宿的现象，一经发现违反规
定行为，则顶格处理。

会议最后，各单位观看了消防警示片，
并签订《旅馆业、出租屋消防安全承诺书》。

本报讯（记者王小亮 通讯员芮丽君）
9 月以来，临高交警依托“路管员+志愿者”

模式，积极联合团县委志愿者在重要交通

路口开展“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文明

交通志愿劝导活动。

志愿者们身穿蓝色志愿服务衣帽，手

持文明交通劝导牌和旗子，与各岗点路管

员分成 4 个小组在工行路口、水务局路口

以及行政路等要道引导行人有序过马路，

并对闯红灯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进行劝

导。在劝导中，志愿者们不仅协助路管员

维护交通秩序，并通过让违反交通规则的

市民加入交通劝导队伍，加强市民的文明

交通意识。

据统计，9 月至今，临高交警共出动二

级路长 15 人次、路管员 120 人次，查处交通

违法行为 168 起，劝导不文明交通行为 300

余起，发放宣传资料 1000 余份。

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 通讯员陈
世清 李盛兰）9月12日，海口交警支队查获
一起无证驾驶轻型货车并追尾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柏某强被行政拘留5日、罚款1600元。

当天 8 时许，海口市秀英大道与秀华
路交叉口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交通事故。

执勤民警接到指令后立即到场处理。随
后，民警要求双方驾驶人出示驾驶证、行
驶证时，车牌号为琼 A39A31 轻型货车驾
驶人柏某强（男，48 岁）表示自己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执勤民警立即将其带回
办案区作进一步调查。

经核查，柏某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
格属于无证驾驶，该起事故是由于其驾车
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导致追尾。最终，
海口交警对柏某强无证驾驶机动车并追
尾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5 日、
合并罚款 1600 元的处罚。

无证驾驶货车发生追尾
一司机被海口交警行拘5日罚款1600元

琼州海峡风力减弱
抗风等级达8级客滚船昨15时

起恢复通航

本报讯（记者连蒙)记者 9 月 13 日从海口海事局获悉，据
省气象台 13 日 11 时预报，13 日下午起琼州海峡风力减弱至 8
级，抗风等级达到 8 级的客滚船于 13 日 15 时起恢复通航，请
各港航单位、船舶落实通航安全措施。

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

志愿者在交通繁忙路段协助交警志愿者在交通繁忙路段协助交警

琼海举办“诚信兴商宣传
月”活动

接受群众咨询
30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邢景程）9
月 11 日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食药监局在该
县垃圾站销毁了一批今年以来收缴的 320 公
斤不合格食品。

据了解，此次集中销毁的假冒伪劣食品
是该局于今年 1 月份以来查获收缴的。该局
在日常巡查、专项抽检、专项整治等食品安全
监管中，发现超过保质期限、检验检测不合
格、标签标识不符合标准等食品，包括调味
品、酒类、肉制品、果蔬汁饮料等 59 个品种，
总计 320 公斤，货值为 9800.3 元。

9 月 11 日，该局在白沙垃圾站对上述假
冒伪劣食品通过机器碾压、卫生填埋等环保
方式进行集中销毁。

网传万宁一小学生被人抱走消息不实
小孩放学后错过到校接护的家长自己走路回家，警方接警后根据定位找到人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
王东才）9 月 11 日，琼海市食药监局联合
旅游委、工商局、商务局等 11 个部门举办

“诚信兴商宣传月”组织动员暨宣传推广
大会。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实例讲解和
发放食品、保健食品宣传手册等方式，向
市民科普食品、保健食品的安全知识、消
费常识等。同时，工作人员还提醒市民，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没有预防和治疗
疾病的功能，身体不适应及时就医，不可
盲目听信保健食品的虚假宣传，警惕保健
食品的消费陷阱。

此外，工作人员还告诉市民，如果遭
遇食品、保健食品方面的欺诈与虚假宣
传，应及时拨打 12331 向食药监部门投诉
举报。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近
300 份，接受群众咨询 30 余人次。

保亭集中约谈宾馆民宿旅租行业业主

要求出租屋防盗网开逃生窗

临高依托“路管员+志愿者”模式优化城区交通秩序

引导行人有序过马路

白沙食药监集中销毁320公斤不合格食品

机器碾压 卫生填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