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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吴衍阳）11

月 6 日上午，东方市组织多部门联动，对东

方市板桥镇中沙农场和水漫村等区域内的

9 栋违法建筑依法进行强制拆除，拆除违法

建筑面积约 5623 平方米。

据悉，本次拆除的 9 栋违建项目为海

南润森鑫祥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

仙居谷项目，该项目在未经林业、规划、住

建等部门审核的情况下，擅自改变林地用

途用于建房，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海南经济特区林地管理条

例》等相关规定，东方市委、市政府经研究

决定予以依法强制拆除。

东方市持续以“严实硬”的工作作风，

强力推进“两违”整治工作，有效遏制违法

建筑蔓延势头。据了解，截至目前，今年以

来 共 拆 除“ 两 违 ”694 宗 ，建 筑 面 积 达

17.0749 万平方米。

东方多部门联动强力推进“两违”整治

再拆9栋违建约5623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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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艰难
救助患病船员

海口海事局获赠锦旗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黄李荟)
“非常感谢海口海事局交管中心的无私
帮助、及时救援，我们的船员才得以及时
救治。”11 月 5 日，上海中谷物流有限公
司专程到海口海事局赠送了写有“真情
救助不畏艰险海峡守望保驾护航”的锦
旗与感谢信，感谢海口海事局对患病船
员的专业救助。

据了解，10 月 29 日，大型集装箱船
舶“泽广”轮航行通过琼州海峡时，一船
员突发疾病腹痛严重，紧急请求救助。
接警后，海口海事局立即启动海上人命
救助应急响应：一方面采取临时交通管
制，为“泽广”轮航行开辟绿色通道，缩短
航行时间；另一方面，根据海况和“泽广”
轮船型特点，调派合适的海事船艇，划定
人员过驳水域，海巡船艇提前到过驳水
域与附近锚泊的船舶进行试靠；同时，提
前联系 120 急救车到码头等待。海口海
事局专业高效的救助行动为患病船员赢
得了宝贵的治疗时间，公司为此表示衷
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据统计，截至目前，2019 年海口海事
局在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的协调下，共参
与琼州海峡海上救助行动 12 次，成功救
助 156 人次，救助成功率达 98.8%。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11 月 7 日，省市场
监管局 2019 年第 42 期不合格食品的情况通
告，该局近期组织抽检食用农产品、蛋制品、
蜂产品、罐头、粮食加工品、肉制品共 6 类产
品 299 批次，其中合格样品 290 批次，不合格
样品 9 批次。

据了解，在此次抽检的 6 类 299 批次食
品中，抽检食用农产品 243 批次，其中合格样
品 234 批次；抽检蛋制品 7 批次、蜂产品 21 批
次、罐头 8 批次、粮食加工品 11 批次、肉制品

9 批，全部为合格产品。
此次发现的 9 批次不合格食用农产品

分别为海口国兴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销售
的豇豆（长豆角），检验项目克百威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海口培龙农贸市
场吴某花销售的乌鱼，检验项目氧氟沙星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文昌文城
义方千百汇超市销售的鸡蛋，检验项目氟
苯尼考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培
龙农贸市场占克标销售的文蛤，检验项目

氯霉素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海
口龙华黄某海鲜摊位销售的濑尿虾，检验
项目镉 (以 Cd 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文昌文城黄某鱼摊销售的灯光鱼，检
验 项 目 组 胺 不 符 合 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规
定；海口美兰李某芳水产品摊销售的罗非
鱼，检验项目磺胺类 (总量)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屯昌屯城德某蔬菜摊销售
的辣椒（三味椒），检验项目镉 (以 Cd 计)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海口培龙农

贸市场吴某花销售的泥鳅，检验项目恩诺
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据介绍，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
产品，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采取措施依
法予以查处，并责令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
市场开办者查清进货渠道、产地等信息并
向相关部门报告；责令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对不合格产品立即采取停止销售等措施防
控风险。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陈萌）为全
力做好冬季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预防重特大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11 月 5 日晚，东方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高速中队在开展联勤、联控
巡逻整治。目前，6 辆涉嫌超载车辆全部暂
扣在治超办停车场。

当晚，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涉嫌超载

货车开往板桥镇方向。接报后，东方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立即调动警力，赶往南片地区互
通路口设卡拦截。21 时 30 分许，6 辆重型货
车相继从八所互通往板桥互通方向行驶，刚
下板桥互通路口，立即被卡点执勤交警拦
截。经检查核实，现场查处 6 辆重型货车。
其中，拉载河沙 3 辆、拉载石子 1 辆、拉载土

方 1 辆、拉载化肥 1 辆。
据了解，东方交警在加大辖区交通违法

行为整治行动中，坚持宣传、教育、查处相结
合，为扩大整治战果，同时动员广大市民、司
机朋友积极举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确保辖
区道路交通安全，警民联动突显成效。目前，
6辆涉嫌超载车辆全部暂扣在治超办停车场。

东方交警加大联勤联控巡逻整治

1夜查获6辆超载大货车

本报讯（记者王小亮 通讯员芮丽君）
11 月以来，临高交警结合辖区实际，依托“路
长制”警务模式，积极组织辖区路管员联合
交通局和公路局开展整治“百吨王”大型货
车超载超限、改型、拼装等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专项行动，加大对违法大货车的监管力
度，最大限度地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11 月 5 日 16 时 30 分左右，多文中队路
管员联合交通局、公路局执法人员深入海
建石场、堆场，现场检查时，发现一辆未上

路的货车存在严重超载违法行为，执法人
员现场责令超载车辆，现场卸载，标载后才
出场。据统计，11 月以来，开展联合整治 2
次，出动警力 30 人次，查处货车各类违法行
为 103 起。

临高交警严查“百吨王”大型货车超载

查处货车违法103起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
11 月 6 日，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依托“路
长制”勤务机制，利用缉查布控系统在美洋
线开展专项整治行动，1 天内连续查处机动
车逾期未年检交通违法行为 14 起。

行动中，路管员根据车流、道路通行的
实际情况，在辖区重点道路设立拦截点，通
过预警签收、发布指令、拦截车辆、检查查
处、情况反馈的机动车缉查布控链条，采取
设卡检查与流动查控结合的缉查模式，全面

推进重点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
据介绍，整治当天共查处机动车逾期未

年检交通违法行为 14 起，有效打击了道路交
通违法行为，降低事故发生概率，确保道路
平安畅通。

利用缉查布控系统整治交通违法
儋州交警1天查处机动车逾期未年检交通违法行为14起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王
敬雄 黄政）11 月 5 日，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大队在嘉积镇东风路开展整治行动时，查
获一起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并强行冲
卡的违法行为。

当日上午 10 时 11 分许，该大队路管员
在嘉积镇东风路开展执勤工作，当一辆普
通二轮摩托车向卡点驶来时，路管员示意

驾驶人靠边停车接受检查，没想到驾驶人
不仅没减速，反而加大油门行驶。路管员
立即驾驶警用摩托车追赶，但因其摩托车
车速过快，一时已不见踪影。而后，该大队
依托科技手段及调取执法记录仪视频，锁
定该二轮摩托车号牌为琼 C196XX，驾驶人
为符某（男，18 岁，琼海人），路管员立即将
符某传唤至大队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符

某称，自己明知没有驾驶证，但是图一时方
便便向朋友借车出门，一路心存侥幸，没想
到路遇交警检查，后企图强行冲卡逃过检
查，最终还是难逃法网。

根据相关规定，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对符某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以及
不服从交警指挥的违法行为处予罚款 1700
元，行政拘留 15 日的处罚。

海口龙华区多部门巡查整治影
响市容市貌现象

发现问题
当场教育处罚

本报讯(记者杨希强 通讯员刘伟)11 月 6 日，海口市龙

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积极协调组织多部门联合执法，对辖区

重点路段门前保洁不到位，违反控烟行为，车辆乱停放等影

响市容市貌现象进行巡查整治。

11 月 6 日上午 9 时 30 分，龙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组

织多部门对新港路、海运路、龙华路等路段及其周边开展背

街小巷和控烟整治工作，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队员当

场进行教育、处罚。当天共整治门前三包不到位现象 3 宗，

暂扣凳子 7 张；整治电车违停 3 宗，处罚 3 宗，罚款 300 元；巡

查整治公共场所控烟情况 2 宗，其中处罚 1 宗，对龙华路太

阳城粤菜王酒家禁烟控烟进行检查，现场发现有人抽烟及

丢弃烟头，因酒店负责人未在现场，已告知该酒店负责人到

滨海执法中队办公室接受处罚。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区

环卫局、卫健委、商务局、旅文局等部门对滨海街道门前三

包及禁烟控烟进行联合整治。

发宣传材料2000余份
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安

全用药月”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陈帮政）11 月 7 日上午，三

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吉阳分局、三亚市中医院，在蓝海

购物广场开展主题为“安全用药 良法善治”的安全用药月暨

《疫苗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宣传活动。

活动采用悬挂横幅、LED 电子屏滚动宣传、现场发放

宣传资料及进行安全用药咨询等方式，积极向群众宣传如

何正确看待药品不良反应、如何保障儿童的用药安全、如

何看懂药品说明书、高血压用药小常识等安全用药知识，

并向群众宣贯新修订《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的基本

内容。

本次活动共发放安全用药宣传材料 2000 余份，“两法”

宣传资料 200 余份，现场解答群众咨询问题 200 余人次，悬挂

横幅 2 幅，利用 LED 电子宣传屏 2 块。

小货车侧翻漏油
阻碍通行

海口消防紧急排险恢复道路畅通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王咪）11 月 7 日，海

口市琼山区文庄路小型消防站接到海口市 119 指挥中心调

令：琼山区府城街道建国一横路忠介派出所附近有一辆小货

车侧翻。接到命令后，文庄小型站迅速出动 1 辆消防车 7 名

消防员赶往现场。

据了解，当天 15 时 13 分，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

小货车侧翻在马路中间，事发段的马路中间隔离防护栏被撞

倒在地，车头玻璃已全部碎裂，无人员被困，司机不知去向，

但侧翻车辆有漏油现象。

为防止其他车辆路过造成二次伤害，根据现场情况，小

型站指挥员立即命令一组消防员配合现场交警进行交通警

戒，另一组则打出单干线一支水枪对车辆漏油部位进行保

护稀释，并及时冲洗事故路面积油。在消防员冲洗排险的

同时，交警也联系了牵引车到现场拖侧翻货车。16 时整，

事故路段恢复畅通。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检6类299批次食品发现9批次不合格

依法查处不合格食用农产品

无证驾驶摩托车遇查逃跑
琼海一男子被行政拘留15日

旅客候车室
遗失背包

海口火车站客运值班员
巡视发现物归原主

本 报 讯（记 者 陈 超 超 通 讯 员 周 金
丽）11 月 5 日上午，在海口火车站客运值
班室，旅客潘女士紧紧握着客运值班员魏
丽琴的手激动地说：“真是没想到，我的背
包还能找回来。如果不是你们帮我找回
背包，丢失的证件会给我带来很多不方
便。谢谢你们了！”

据了解，当天上午 7 时许，海口火车
站当班的客运值班员魏丽琴在候车室巡
视时，发现在女厕所有白色背包。于是，
魏丽琴协同公安人员一起清点背包里的
物品。经检查，背包里有一些金银首饰 5
件、银行卡 5 张、一部手机、一本护照、一
块手表、100 多元现金及一些杂物等。在
周围寻找失主无果后，魏丽琴立即通知广
播室寻找失主，并将背包送至客运值班室
内暂时保管。

过了半个小时后，一位女士急冲冲地
赶到客运值班室称她的背包丢了。经询
问，这位女士姓潘，准备乘坐 C7307 次列
车到三亚，验票进站后才发现背包丢了，
听到广播寻找失主后过来认领。潘女士
经确认遗失物无误后，心里感激万分。当
即要酬谢魏丽琴，但被魏丽琴婉拒了。

安检处候车室
乘客容易丢物品

10月份三亚铁警为旅客
寻回遗失物品30余件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钟泽亮)
记者 11 月 6 日从海口铁路公安处三亚车
站派出所获悉，据统计，10 月份该所为旅
客寻回遗失遗忘物品 30 余件，总价值为
20 余万元，其中有身份证、钱包、手机、行
李箱、现金、金项链、手表、笔记本电脑
等。为此，三亚车站派出所民警梳理了旅
客出行容易遗失遗忘物品的几处地方，用
于提醒旅客。

三亚铁警提醒：动车上、安检处、候
车室、售票厅窗口、车站广场的花圃座椅
处、公交车出租车都是乘客易遗失遗忘
物品的地方。各位旅客出门在外一定要
留出充分的时间，随身携带的物品要清
点好，下车离开座位前回头留意是否遗
落物品。

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公告

李亚茹（身份证号：2304021947XXXX0320）:

本机关依法查明你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

构，为孕妇实施中期以上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行为。该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

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和《海南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的规

定，本机关决定予以你：没收《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

书》（儋卫医证保［2019］258 号、259 号）载明的药品器械，

罚款人民币柒万玖仟元整，吊销李亚茹的《医师执业证

书》的行政处罚。

因你下落不明，穷尽所有方式仍无法直接取得联

系，本机关现依法公告送达儋卫医罚〔2019〕29 号《行政

处罚决定书》。你应当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机

关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罚款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儋州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行政处

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

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或儋州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儋州市人民法院起诉，但不

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

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幼儿园路（云月路

环卫小区斜对面）儋州市卫生计生监督大队办公室

联系电话：0898-23327099

儋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