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一市民捡钱包交公

路管员帮找到失主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李伦 周

子晨）近日，一拾金不昧男子将捡到钱包
交给三亚公安路管员，后经全力查找，丢
失钱包最终完璧归赵。

4 月 8 日 15 时 30 分，三亚市公安局天
涯分局新风派出所接报称，有群众在文明
路 181 号拾到一个钱包。路管员迅速赶到
现场进行查看。

报警人庞先生说：“我从饭店出来，看
到一个黑色钱包在路边。我捡起来一看，
包里面有多张百元现金、1 张身份证和几
张银行卡，于是我就给你们打电话了。”

经现场点验，钱包内共有现金1900元、
港币2张、泰铢1张、身份证1张、银行卡4张。

路管员把钱包带回派出所，根据钱包
中失主身份信息，联系失主户籍所在地的
崖城派出所帮助核查。在崖城派出所辖
区民警提供失主手机联系方式后，路管员
联系到失主曹先生，但曹先生不在市区，
已回崖城。第二天早上，失主曹先生来到
派出所，面对失而复得的钱包，曹先生对
路管员表示感谢，并对报警人庞先生拾金
不昧的精神表示称赞。

省市场监管局抽检3类44批次食品

3批次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4 月 15 日，记者从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该局近期组织抽检
食用农产品、薯类及膨化食品、粮食加工品
共 3 类产品 44 批次，其中合格样品 41 批次、
不合格样品 3 批次。

在抽检的 3 类 44 批次食品中，抽检食用

农产品 29 批次，其中合格样品 26 批次；抽检
薯类及膨化食品 11 批次、粮食加工品 4 批次，
全部合格。不合格的 3 批次食用农产品分别
为：临高西华市场谢某美摊位销售的沙包螺
被检出不得检出的抑菌剂类兽药氯霉素残
留；陵水椰林中心农贸市场陈某妹蔬菜摊销

售的小白菜被检出杀虫剂啶虫脒残留超标；
乐东县利国镇绿源农贸市场林某妹蔬菜摊销
售的豇豆被检出杀虫剂克百威残留超标。

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市场
监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经采取措施依
法予以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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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肖倩 通讯员陈长吉 陈
倩）4 月 15 日，记者从省公路管理局获悉，因
对海文高速公路英城互通跨线工程施工建设
需要，为保障工程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施工

安全，交警和公路两部门双方计划于 4 月 15
日至 11 月 30 日，对海文高速公路 K50+600 至
K51+300 段（共 700 米）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管制期间，封闭管制路段的左幅（文昌往海

口方向），右幅（海口往文昌方向）双向通行。
途经管制路段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

指示标志或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
行驶。

海文高速K50至K51段左幅施工

右幅双向通行车辆无需绕行

市民投诉购车交订金商家违
约，海口12345政府服务热线协调

商家双倍退款
本报讯（记者和婷婷）记者 4 月 15 日获悉，海口 12345 政

府服务热线近日联动秀英工商所，为市民解决一起关于订购
汽车投诉办件。

有市民早前向海口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反映称，其于 3
月 17 日在海口广汽丰田南海店交了 1000 元购车订金，商家
承诺购车 2 成首付贷款 2 年免利息。但后来该店却违约，这
位市民按照合同约定要求该店退款未果。了解情况后，海口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立即联动工商部门进行协调。4 月 9 日，
秀英工商所在第一时间对接广汽丰田南海店后了解到，因销
售人员对优惠活动的具体事项不清楚，所以导致签合同之
后，广汽丰田南海店无法兑现优惠活动的相关承诺。经过沟
通，广汽丰田南海店会按照合同约定双倍返还订金给消费
者。经海口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回访，目前投诉市
民已收到商家 2000 元退款，并且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海口龙华执法局整治小区车辆
乱停放等乱象

整治13个小区
本报讯（记者杨希强）4 月 14 日上午，海口市龙华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组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执法队，对辖区
内住宅小区乱象开展地毯式整治。

整治中，先后对金贸小区、仙乐花园、四季华庭阳光华府
三期小区、华阳新村小区、圣来邻寓小区等小区进行巡查整
治，发现这些小区存在电动车及汽车乱停放占用消防通道、
乱搭建设置物及招牌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执法人员依法
处置，当场下达执法文书要求相关物业公司限期进行整改。

行动中，该局共出动车辆 16 车次、执法队员 67 人次，整
治小区 13 个、下达通知书 9 份，现场整改 4 宗。

海口琼山消防检查餐饮场所消防安全

发现火灾隐患9处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王秀青）4 月 15 日，

海口琼山消防救援大队对振兴路的茶餐厅、饭店等场所进行
消防安全检查。

检查期间，该大队防火监督员重点对各单位场所的安全
出口、疏散通道等是否保持畅通，消防设施是否保持完好有
效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此次共检查 4 家单位，发现火灾
隐患 9 处，当场整改火灾隐患 5 处，下发整改通知书 3 份。

男子因情感问题
从3楼跳下受伤
海口秀英消防紧急救援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李志明）4 月 13 日 12
时 24 分，海口消防 119 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位于秀英区
粤海大道的东汇西海岸小区有人欲跳楼，请求救助。接报
后，指挥中心调派秀英区消防救援大队西海岸中队派员赶赴
现场，连同 120 急救人员对该男子进行救助。

当天 12 时 31 分，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得知，该小区 6
栋 3 楼一男子因私人感情问题想跳楼。指挥员命令 2 名队员
负责现场警戒，4 名队员根据地形展开气垫。在气垫展开过
程中，男子情绪激动从 3 楼跳下，越过救生气垫铺设范围，当
场受伤。指挥员立即通知 120 急救到现场施救。12 时 55 分，
120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并进行现场救助，消防救援人员将伤
员转移至 120 救护车上。

琼海嘉积派出所宣传推
广“两车”智能防盗系统项目

方便市民
就近安装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冼
才华）4 月 12 日，琼海市公安局嘉积派出
所为了方便市民就近安装，在嘉积镇人民
路南门市场举办为期 7 天的“两车”智能防
盗系统项目现场宣传推广活动。

活动现场，民警通过“两车”智能防
盗知识解答、案例分享等方式，介绍“两
车”智能防盗系统项目在琼海推行的重
要意义，并与项目合作方现场为群众服
务，帮助群众答疑解惑。

据了解，自 3 月 12 日琼海市“两车”智
能防盗系统项目正式启动以来，全市各镇
积极推进，掀起“两车”智能防盗系统宣传
推广及安装热潮。

劝架演变成打群架
文昌一男子涉嫌寻衅滋事潜逃

9个月后投案自首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陈博）4 月 11 日，一涉嫌寻衅
滋事案男子在文昌动车车站派出所投案自首。

2018 年 7 月，林某（男，24 岁，文昌市人）与朋友外出聚
会，在经过文昌某酒店门口时，林某的一个朋友与他人发生
口角。一开始林某还将朋友拉开，并劝架，随着双方都不甘
示弱，争吵演变为互相推搡，随后便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
林某见朋友被打，便加入到群架中并将对方打伤后逃逸。随
后，林某等人因涉嫌寻衅滋事案被文昌市公安局列为网上在
逃人员。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林某一直潜逃，直至 4 月 11 日，
林某终于想通了，便主动来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目前，林某已被移交立案单位文昌市公安局。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4 月 15 日，记者从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三亚吉阳缘美
姿蛋糕店因存在多项违反我省小作坊生产条
件规范行为，近日被该局依法罚款 8000 元。

3 月 15 日下午，该局执法人员对位于吉
阳区荔枝沟抱坡路津海建材市场的三亚吉阳

缘美姿蛋糕店进行检查时发现，该作坊存在
违反《海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条件
规范》行为，该局于当日进行立案调查。

经调查，三亚吉阳缘美姿蛋糕店未设置
足够的原料仓库、未分开放置食品与非食
品、未建立食品添加剂使用台账、个别工人

健康证明过期等行为违反了我省关于对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场所、加工过程、人员以及
质量管理规定。在 2018 年 8 月，该局就已发
现该作坊存在以上行为，并已责令其进行整
改，但该作坊并未整改，在此次检查中又被
执法人员发现相同的问题。

未按规范要求从事生产食品
三亚一蛋糕店被罚8000元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 通讯员梁定奇）4
月 13 日，屯昌交警集中切割查获的 5 辆非法
改装车辆，恢复车辆原状。

据了解，为巩固前期整治货车超限超载
成果，屯昌交警继续加大对重点时段和重点

路段的检查力度，严查大货车、渣土车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

4 月 12 日，屯昌交警在海屯高速公路屯
昌互通，查获 5 辆非法加高大中型货车。4 月
13 日，屯昌交警对依法查扣的非法改装货车

进行处罚，并对非法改装部分进行集中切
割。切割现场，民警对车主和驾驶员进行面
对面宣传教育，并对车辆进行精准测量，严
格按照规定切割，消除违法状态，恢复车辆
原状。

屯昌交警整治货车超限超载交通违法行为

切割还原5辆非法改装车

文昌一女孩找妈妈走失

消防员帮其找到家人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郑棉航）4 月 14 日上

午，文昌市龙楼镇的符女士专程赶到文昌市消防支队航天城
中队，感谢消防员宋海涛帮其找回走失的女儿。

据悉，4 月 12 日 17 时许，消防员宋海涛在龙楼镇出差时，
看见一个小女孩在路上边走边哭，上前询问得知其与父母走
散。随后，宋海涛一边安抚小女孩情绪，一边询问小女孩其
父母信息。由于小女孩年龄较小，情绪也激动，没有理会宋
海涛的询问。宋海涛向周围路人了解情况。半个小时后，找
到了小女孩的邻居并联系到其父母。经了解，当天是小女孩
母亲符女士第一次送小女孩去上舞蹈课，小女孩在老师没注
意的情况下从教室跑出来找妈妈。核实情况后，宋海涛将小
女孩送到她父母身边。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4 月 15 日，记者从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海南寿南山参业有
限公司因为生产销售劣药中药饮片枳实、黄
芩，未按照有关规定组织生产中药饮片，近
日被该局没收召回劣药和销售劣药的违法
所得 11361.3 元，并罚款 54785.9 元，罚没款合
计 66147.2 元。

据了解，海南寿南山参业有限公司是
一家以种植、生产、加工、经营销售为一体
的中药材及中药饮片为主的企业。该公司

生产的 2 批次中药饮片枳实和 1 批次黄芩，
在药品监管部门抽检过程中检验结果均不
符合规定，属于劣药。该局检查发现，该公
司还存在未按照法定标准对购进的枳实、
黄芩药材进行全检等行为。3 月 29 日，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没收
该公司召回的劣药和销售劣药的违法所得
11361.3 元 ，罚 款 54785.9 元 ，罚 没 款 合 计
66147.2 元，并责令该公司停产、停业整顿 2
个月。

记者在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
开网查询到，从 2014 年 6 月至今，海南寿南山
参业有限公司已经是第 17 次因生产假药、劣
药、次药等原因被罚款，其中2014年1次，2015
年3次，2016年3次，2017年2次，2018年7次，
2019年1次。2014年6月19日，该公司因生产
大黄（水根）等假药饮片假药、生产柴胡等劣
中药饮片和未按规定实施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被海口市食药监局罚没 54470.15 元；2015
年 8 月 18 日，该公司因生产销售的木瓜等 16

批次中药饮片，被省食药监局罚没 55868.15
元；2018 年 1 月 3 日，该公司因生产销售劣药
中药饮片远志被省食药监局罚没 158348.85
元，同日，该公司还生产销售劣药 7 批次劣药
中药饮片菟丝子、1批次劣药中药饮片白术及
未按照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组织生产中药
饮片被省食药监局罚没235796元。

据统计，海南寿南山参业有限公司从
2014 年 6 月 19 日至今，各级药品监管部门 17
次对其处罚没收共计 76 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卢小娟）4
月 13 日至 14 日，五指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开展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严查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

整治行动中，该大队在市区设立 4 个执
勤点，严查酒驾、超员、超载、不戴头盔、疲劳
驾驶、非法改装，以及违法超限超载运输等
交通违法行为。行动中，该大队共出动警力

41 人、警车 13 辆，检查车辆 100 余辆次，查获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36 起，其中驾驶摩托车不
戴头盔 12 起，摩托车未购买保险 2 起，货运
车辆违法行为 4 起等，暂扣车辆 18 辆。

五指山交警开展交通秩序整治行动

严查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

海口美兰新时代文明实
践微实事活动启动投票

居民投票确定
实施公共服务项目

本 报 讯（记 者 何 海 东 通 讯 员 王 聘
钊）4 月 15 日上午，在海口美兰区演丰镇
演中村文化广场，代表着 24 个街道、社区
居委会、村委会的 24 个投票箱一字排开，
数百名居民、村民上台为心仪的项目投
票。当日，美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微实事
活动开始投票。

据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微实事，是
指试点镇（街）15 岁以上村（居）民采取全
民提议、民主协商、全民投票的方式，确定
实施一批群众关注度高、受益面广、急需
落地的公共服务项目，由群众决定美兰区
政府部分公共财政预算资金的使用范围，
把“政府点菜政府买单”变为“百姓点菜政
府买单”模式。

今年以来，美兰区结合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将微实事首次延伸至农村，并加大
了财政投入，投入 2250 万元，每个村达到
300 万元，受益群众约 15.6 万。

据介绍，自美兰区被列为全国 50 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之一后，美兰区
委、区政府正式将“微实事”试点工作纳入
新时代文明实践体系当中，并首次延伸至
农村地区。

据统计，2019 年新时代文明实践微
实事启动后，累计向群众发放项目提议
表 60496 份，回收 26610 份，收集到 31160
条提议，参与率为 51.16%。在此基础上，
试点镇街经过初步筛选、实地勘查、合并
同类项，形成了 1294 个待投项目供全民
投票选出最终实施的项目。项目投票将
持续 7 日。

我省一医药公司生产销售劣药中药饮片

被罚没6万多元责令停产整顿

路管员灭火现场路管员灭火现场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冯日宁）
4 月 14 日 17 时，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大
东海派出所三级路长颜成效正在所里备
勤时，接到正在路面巡控路管员报称：在
鹿回头滨河公园花丛的花木丛大面积着
火，请求增援。

接报后，颜成效立即和路管员李裕、蒲
海清、叶永开等人，从所里调出手持灭火器，
赶到着火点。颜成效等人赶到现场看到，已
有一大片花木着火，面积较大。颜成效查看
火势后，和其他路管员逆风而上，用手中的
灭火器对准火势喷射。同时，颜成效观察风
势情况和周边确无水源情况，发现天干地燥
风大，火势有可能蔓延，可能又引起更大的
火势，随即指令所里立即增调路管员和灭火
器。经过近10分钟奋战，终于将火扑灭。

三亚鹿回头滨河公园花木丛着火

路管员及时赶到扑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