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春三月，午后的阳光平铺在波光粼
粼的海面上，来往博鳌水城的船舶缓缓行
驶。3 月 13 日下午，为做好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服务和安全保障工作，清澜海
事局联合中国船级社海南分社对博鳌亚洲
论坛 2019 年年会服务用船开展安检，指导
船舶举行消防演习，并巡查年会核心水域。

清澜海事局副局长王麒霖介绍，当天
该局对今年博鳌年会的交通船东屿岛 1 号
和东屿岛 2 号进行安全检查，目的是消除
船舶安全隐患，确保安全运行，为年会的交
通保障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此外，该
局还组织两艘交通用船进行船舶消防和船
舶救生应急演练，对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应急情况进行模拟，做到有备无患。

船舶安检不放过一处疑点

“ 把 船 舶 检 验 证 书 拿 出 来 我 们 看 一
下。”14 时 30 分，执法人员一登上东屿岛 1
号便要求船长林安出示船舶检验证书、船
员证书、航海图书资料等材料。

“一旦在水上发生紧急情况要切断燃

油速闭阀，降低危险。”执法人员打开甲板

查看速闭阀能否立即切断并叮嘱船员。

“救生衣知道怎么穿戴吗？演示一下

我看看。”除了对硬件设施的检查，执法人

员还对船员的救生衣穿戴、灭火器使用等

内容一一进行检查。

此次行动还对博鳌年会服务用船的航

行设备、无线电设备、救生消防设备、主动

力、辅助设备及应急设备等逐一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检查。

经检查发现船舶存在火警报警失效、

舱底水报警缺失等 10 项缺陷。执法人员将

安检情况向企业反馈，要求及时整改缺陷，

消除安全隐患，确保船舶处于适航状态投

入博鳌年会服务工作。

中国船级社海南分社检验处处长羊建

成介绍，清澜海事局和中国船级社进行此

次联合安全检查，能确保船舶的安全和船

员操作的安全，进而降低博鳌论坛期间出

现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据介绍，此次检查船况基本过关，下一

步还要继续加强对船员的检查工作，确保
船舶安全，清澜海事局和中国船级社海南
分社将 24 小时在岗，随时对船舶的安全进
行监控和保障。

消防救生演练提高应急能力

“火势难以控制，请求支援。”“收到收
到，救援船马上出发。”15 时许，东屿岛 1 号
驾驶舱传来船长林安与指挥中心的对话。
为检验和提高船舶人员的应急应变能力，
清澜海事局执法人员按要求，现场指导开
展了消防、救生演练。

记者在驾驶舱监控视频中看到，船舱
内“着火”了，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火势被控
制，船长在驾驶舱时刻注意船舶整体情况，
并协调船上工作人员开展自救。同时，东
屿岛 2 号从玉带湾处极速驶来，船舱内人
员有序撤离，火势被完全扑灭。

“这次演练总体很成功，但部分员工
的反应速度还是太慢，要不断加强和改

进。”执法人员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提出
整改意见。

参与演练的船员王辉琼对记者说，“演

练让我们进一步熟悉了船上应急操作流程

和应急设施的使用，懂得了更多的安全知

识，也能在演练中知道自己的不足，下次知

道如何改进，非常有意义。”

演练结束后，执法人员联合海口航标

处人员乘海巡艇对博鳌论坛年会核心水域

通航环境进行了巡查。执法人员重点查看

了博鳌年会水域是否存在碍航物等情况，

检查了航标设施完好情况，系统地了解和

掌握了核心水域通航环境状况，为确保博

鳌年会期间核心区域水上交通安全顺畅创

造条件。

据介绍，下一步，清澜海事局将按照年

会水上交通安全保障方案，科学部署人员
和船艇，统筹做好年会相关水域监管，强化
应急值班和应急预案管理，全力保障年会
期间水上交通秩序的良好与稳定。

执法人员打开甲板查看速闭阀执法人员打开甲板查看速闭阀 记者连蒙 摄

清澜海事局组织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服务用船消防演习

提出整改意见 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连蒙

本报讯（记者张星）3 月 14 日，记者从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该厅近日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中使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购房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对于损害职工住房公积金贷款权益
的开发商及中介机构，一经查实，将实施联
合惩戒，进一步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合
法权益。

《通知》要求，尊重购房人选择权利，符
合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条件的购房人
购买商品房时，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销售
中介机构不得以要求购房人一次性付款或
者采取一次性付款优先选房、提高购房价

格、减少价格折扣、楼盘未封顶等方式，变相
要求职工自愿放弃住房公积金贷款权利，引
导职工办理商业性住房贷款，阻挠或拒绝购
房人正常使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含
组合贷款，下同）购房。购房人使用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应享有与一次性付
款或者商业贷款等其他付款方式选择房源
的同等权利。

《通知》明确要求，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
贷款审批效率。

《通知》还要求，开发商及时登记楼盘销
售信息。各房地产企业在取得《商品预售许
可证》，且楼盘已封顶时，应及时向楼盘所在

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登记备案销售楼盘
的坐落地址、售房收款账号等有关信息，提
出住房公积金贷款项目合作申请，建立贷款
合作关系，为购房人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提
供相关资料，方便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对职工有需求且未办理住房公积金贷
款楼盘准入备案的，房地产主管部门暂缓开
通该楼盘项目网上签约系统。对职工有需
求且未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楼盘准入备案
的，房地产主管部门暂缓开通该楼盘项目网
上签约系统。

《通知》提出，缴存职工可通过 12345 市
民热线等渠道，投诉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屋

销售中介机构拒绝住房公积金贷款问题。
根据投诉线索，各市县房地产主管部门、住
房公积金管理局要在 5 个工作日内组织联合
调查，核实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法依规作出
严肃处理。一经查实，责令限期整改、暂停
办理网签或停发预售许可；对违规情节严
重、拒不整改的，将予以通报、公开曝光，并
将开发企业、房屋销售中介机构相关违规信
息记入不良行为记录或列入“黑名单”，实施
联合惩戒。

该《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已
签订购房合同的，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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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在旺佳旺超市检查执法人员在旺佳旺超市检查

海口美兰区拆除
海府二横路两违建

本 报 讯（记 者 何 海 东 通 讯 员 王 聘
钊）3 月 12 日，海口美兰区蓝天街道办联
合城管、派出所等单位拆除海府二横路违
建的永威汽修和兄弟老爸茶店。拆违工
作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稳步推进，当日下
午4时，2处620平方米的违建全部拆除。

拆除违建现场拆除违建现场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黄启炼 杨
桂顺）记者 3 月 14 日从洋浦海事局获悉，为
保障“两会”期间辖区水上安全形势稳定，
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洋浦海事局高
度重视，多措并举，全力做好“两会”期间辖
区水上安全监管工作。

据了解，该局近日安排执法人员 24 小
时在船值守，出动执法船艇前往重点水域
驻守；组织开展夜间巡查，对具备内河船、
砂石船停靠条件的作业点进行巡查；深入
开展船舶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加强金牌港
水域巡查，向港航企业和到港船舶通报事
故案例，督促企业、船舶深刻汲取事故教
训，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此外，洋浦海事局持续强化危险品船、
施工船以及渡船等三类重点船舶的安全监
管，严禁船舶“带病航行作业”；派员观摩指
导辖区危险品码头船岸联合演练，督促企
业完善应急预案，不定期开展各类应急演
练。该局还联合地方政府开展危货码头安
全生产大检查，重点对危货码头企业的防
污设备、围油栏布放、防污应急演练和应急
反应能力进行检查，抽查在港作业液货船
船岸安全检查落实情况，督促企业及时整
改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 VTS、CCTV 以及
AIS 等系统开展电子巡查，做好辖区船舶动
态监控工作；密切关注天气动态，适时对辖
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保障船舶航行安全。

洋浦海事局全力做好辖区水上安全监管

执法人员24小时在船值守

本报讯（记者肖倩 通讯员曾山）3 月
14 日，记者从省港航管理局获悉，博鳌亚洲
论坛 2019 年年会召开前夕，琼海航道所多
举措加大辖区航道航标管养力度，提升水
上助航安全管控和服务保障能力。

据了解，琼海航道所已对辖区内 14 座
航标进行养护检查，全面排查灯具线路和清

洗太阳能板，对颜色不鲜明的标志重新涂上
油漆，清理缠绕在航标体上的水草浮莲，养
护后的航标焕然一新，在确保航标助航性能
运行良好的前提下也为航道增添了景观。

同时，琼海航道所在去年 10 月航道清
障的基础上，对博鳌至朝阳 11.4 公里航段，
以及东屿岛河口汊道、沙坡岛河口汊道进

行航道扫床清障，清理废弃渔网 5 处、树根
2 段，确保航道畅通无阻。

此外，该所工作人员不定时对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水域通航环境进行巡查，重点
查看是否存在碍航物等情况，检查航标设
施运行情况，系统掌握通航环境状况，确保
年会期间水上交通安全畅通。

对14座航标进行全面养护检查
琼海航道所保障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水上交通安全

省生态环境厅解答新能
源汽车推广相关问题

今年淘汰3000辆
老旧柴油车

本 报 讯（记 者 和 婷 婷 通 讯 员 孙 秀
英）3 月 14 日，省生态环境厅就我省新能
源汽车推广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机动车保有量
的不断增加，机动车污染问题逐步凸显。
关于目前我省车辆排放是否影响大气环
境的问题，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初步测算我省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来源于机动车尾气的贡献率在
35%以上，对我省环境空气产生污染。新
能源汽车能实现使用过程中的排气污染
零排放，能有效减少颗粒物、氮氧化物、一
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降低尾
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关于生态环境部门在清洁能源汽车
推广中着重做哪些工作，该负责人介绍，
省生态环境部门组织起草并于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将加快充电桩等新能源汽车的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写入条例中，为推广新能源
汽车提供了法律保障。我省制定实施国
Ⅵ标准车用汽柴油方案，规定汽油蒸气压
限值不大于 60 千帕；制定实施国家第六阶
段机动车排放标准方案，实施时间与国家
对重点地区的要求一致。我省 2018 年全
省已全面淘汰黄标车。2018 年出台我省
老旧柴油车提前淘汰和中重型老旧柴油
车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自 2018 年起，用 3
年时间，采取资金补贴、鼓励报废、强化治
理、区域禁行、强制注销等疏堵结合措施，
促进全省老旧车报废更新和污染治理。
今年继续推进此项工作，完成淘汰老旧柴
油车 3000 辆、治理 2000 辆中重型老旧柴
油车污染的任务。组织制定全省机动车
遥感监测点位选址规划，规划建设遥感设
备 50 套。

海口大致坡镇开展法治宣传

邀请律师详解
扫黑除恶知识
本 报 讯（记 者 何 海 东 通 讯 员 刘 平

贾鹏）3 月 14 日上午，海口美兰区大致坡
镇邀请律师为全镇干部职工、村（社区）

“两委”干部等 100 余人举行“打击黑恶势
力 弘扬社会正气”法治宣传教育讲座。

讲座围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背景、
专项斗争的重点和范围、涉及的法律法规
进行详细讲解，并列举了 2018 年度海南扫
黑除恶十大典型案例。律师就开展此项
工作如何摸底排查、如何分类认定、如何
宣传教育等作出解析。

村干部们纷纷表示，将积极参与到
“扫黑除恶”专项活动中来，着力营造一个
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海口市食药监局发布2018年十
大典型案例

我省知名企业
旺佳旺欣奇上黑榜

海口食药监整治“保健”市场乱象

查处违法案件50宗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王蕊）海口市食药监局为

切实加强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监管，规范食品、保健
食品生产经营行为，近日开展整治食品、保健食品市场乱象
百日行动。截至目前，全市共查处食品、保健食品违法案件
50 宗，结案 42 宗。

据了解，此次行动检查重点为是否未经许可生产、经营、
进口食品和保健食品；食品和保健食品标签标识是否虚假宣
传预防、治疗疾病，未经批准声称功能；是否利用会议、健康
讲座、专家义诊、免费体检试用产品、赠送礼物等方式违法营
销宣传、欺诈销售食品、保健食品等商品的行为；是否存在涉
及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违法违规行为等。

3 月 14 日，海口市食药监局成立检查组对海口市内保健
食品市场开展突击检查，验收整治成果。经过突击检查，全
市未发现非法会议营销或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欺诈等
违法行为，但仍存在保健食品经营者未严格执行分区陈列、
未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执法人员
已现场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据统计，截至目前，“百日行动”已开展过半，全市累计共
出动执法人员 997 人次，重点检查“保健”类店铺 837 家次；检
查旅游景区、农村场镇、农村集市、城乡接合部等重点区域 77
家次；检查酒店、宾馆 70 家次；检查社区、公园、广场及人流
密集区域 57 家次；开展宣传活动 40 次。共查处食品、保健食
品违法案件 50 宗，结案 42 宗。

海口食药监检查罗牛山冷链物流园

发现存在问题
责令一周内整改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3 月 13 日，海口市食药监局以区为
单位组建检查组，通过随机抽查方式，对全市食品产业展开
专项检查。检查发现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存
放过期产品、处理环节记录不完善等问题，执法人员要求该
公司一个星期内整改。

当天上午，记者跟随检查组到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罗牛
山冷链物流园开展检查。执法人员对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冷链物流事业部的冷库、气调库、冷藏库以及设备
部的温度记录、温度监控平台进行检查。

经检查发现，该公司一进口产品虽有进口检疫证明，但
执法人员在索证索票时发现证票对不上，执法人员要求一个
星期内补上相关手续。同时，检查组发现该公司 C03 冷藏库
里存放有海底捞公司的过期食品油面筋，但公司系统记录却
不太完善，对这些产品做过期处理及处理环节不到位，执法
人员要求该公司一个星期内整改。

我省明令禁止房企阻挠拒绝购房者用公积金贷款

企业违规将被联合惩戒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符方宜）3 月 14 日上午，海
口食药监局发布 2018 年十大典型案例，涉及海南旺佳旺商贸
有限公司、海口欣奇食品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商户）。

2018 年 10 月 7 日，海口市食药监局执法人员接到投诉后
依法对海南旺佳旺商贸有限公司金盘超市的经营场所进行
检查，发现该超市货架上销售的六包双汇渔乐圈香肠已超过
保质期。经查，该超市经营涉案双汇渔乐圈香肠共 7 包，货
值 14.00 元，违法所得共计 0.4 元。该超市提供了涉案食品的
送货单、厂家和供应商的资质及该批次检验报告复印件，其
在日常食品销售过程中管理比较规范，在违法期间销售的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数量较少，涉案货值较小，且主动配合调查
并及时对销售出去的 1 包过期食品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召回，
消除影响。海口市食药监局对该公司给予没收超过保质期
的双汇渔乐圈香肠 6 包、没收违法所得 0.4 元、罚款 10050 元
的行政处罚。

2018 年 7 月 17 日，海口市食药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海口
欣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桃酥（规格：250g/袋，生产日期：
2018 年 7 月 14 日，商标：欣奇）进行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经检
验，该产品标签配料表不符合规定，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经
查，上述涉案产品货值 3960 元，违法所得 1350 元。海口市食
药监局对该公司给予没收违法所得 1350 元、没收不合格的
70 袋桃酥及包装袋、罚款 5000 元的行政处罚。

2018 年 5 月 4 日，海口市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对海南五田
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调查，经核查，该公司销售的涉案
岛礁 TM 老盐是从一家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企业购
进的（批发企业另案处理）。海口市食药监局依法对该公司
给予没收扣押的 34 瓶和 4 盒岛礁 TM 老盐、处罚款 35000 元
的行政处罚。

此次海口食药监局发布 2018 年十大典型案例中还有海
南思吉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未经许可经营食品、海口市海虹
幼儿园食堂未按规定要求留样等案件。

洋浦海事人员开展夜间错时检查洋浦海事人员开展夜间错时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