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省气象局 1 月 14
日 17 时 30 分继续发布寒冷四级预警，受冷
空气影响，14 日夜间，琼中、五指山、白沙、
屯昌、澄迈、定安、临高、儋州、乐东 9 个市县
部分乡镇的最低气温仍在 10℃及以下，请
有关部门做好防寒工作。

14 日 7 时 40 分，省气象局将寒冷三级
预警降为寒冷四级预警。

海口市气象台 1 月 14 日 17 时发布未来
3 天天气预报：14 日夜间到 15 日，多云，夜
间有轻雾，市区气温 12~21℃，乡镇气温 9~
24℃，东北风 3~4 级，近海海面 5 级，阵风 6

级；16 日（星期六），阴天间多云，局地分散
小雨，气温 13~21℃；17 日（星期日），分散小
雨转阴天，气温 10~15℃ 。

14 日 10 时 56 分，海口市气象台变更寒
冷橙色预警信号为寒冷黄色预警信号，冷
空气影响缓慢减弱，全市气温逐渐回升。

我省寒冷三级预警降为四级
9市县部分乡镇最低10℃及以下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邱军 李永
贞）连日来，受寒潮大风天气影响，海口海
事局辖区持续低温，海上最大风力达 8 级，
对电煤油气等琼北地区重要民生物资海上
运输保障带来一定影响。为有效应对寒潮
大风影响，保障重要民生物资运输安全畅
通，海口海事局切实做好冬季寒潮大风天
气电煤油气危险品船舶安全保障。

海口海事局加强与海关、边防等口岸
单位和卫生疾控、气象、交通运输等部门的
沟通协作，解决船舶船员换班、引航员上船
引航疫情防控及因恶劣天气造成的船舶滞
港等实际困难。

此外，海口海事局开通“绿色通道”，为
载运重要民生物资的船舶开通海上“绿色通
道”；“极简”办理进出港手续，确保重点物资
船舶“优先靠离泊、优先保障、优先通行”。

同时，海口海事局强化预警预控。第
一时间及时、准确地向船舶和码头提供最
新气象预警、航道通航等安全信息，科学实
施禁限航措施，保障重要物资运输船舶进
出辖区水域安全。此外，海口海事局严把
审批和现场监管，加大危险品船舶现场监
管，加大监督检查，督促油库码头、船舶落

实安全防范措施，严格遵守寒潮大风期间
船载危险货物运输作业有关规定，杜绝麻
痹大意造成险情事故。

据统计，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以来，海口

海事局马村辖区累计保障重要民生物资运
输船舶安全进港作业 86 艘次，累计进港货
物 478646 吨。其中，航煤、汽柴油 241681
吨，电煤 195000 吨，液化天然气 41965 吨。

绿色通道 极简手续
海口海事保障重要民生物资运输安全畅通

海口海事工作人员督查危险品船舶海口海事工作人员督查危险品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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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星）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印发通知，将我省作为全国第一批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权限下放的6
个试点地区之一，下放试点时间自1月1日至6
月30日，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承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下放的有关资质审批工作。

为确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放我省的
资质审批权限事项“接得住、管得好”，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海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
批权限建设工程企业资质下放我省审批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做了相关
承接工作准备。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审批内容、审批标
准、实施时间、申报方式、业绩要求及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等 6 个方面。省住建厅承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审批权限的建设工程企业资
质审批具体事项，承接期间执行部里现行资

质标准审批，申报方式与我省现行资质申报
方式一样，统一从“海南省政务服务网”进行
申报，实行 100%不见面审批，限时办结。可
选择告知承诺方式。为引导我省建设工程
企业诚信经营，在我省创造更多优良房屋建
筑和市政工程，对诚信优良的 A 级施工、监
理企业，可选择告知承诺方式申请相应资
质，对不适用告知承诺方式的情况也提出了
相关要求。

重视核查业绩真实性。《通知》明确此次
资质审批的关键核心指标“业绩”需录入“建
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并通过遥感卫
星照片比对、组织实地核查、委托属地住建
部门配合核查等有关方式进行核查，确保业
绩真实有效，体现建设工程企业真实水平；
加强“放管结合”，《通知》在提出做好资质审
批的同时，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信用
监管也做了相关要求，确保“放管结合”。

海口海事局防范琼州海峡商渔
船碰撞工作显成效

近6年首次商渔船
碰撞“零事故”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蒙文举）记者 1 月 14 日从海口
海事局获悉，2020 年海口海事局防范琼州海峡商渔船碰撞工
作显成效，近 6 年来首次实现商渔船碰撞“零事故”发生。

据悉，海口海事局所管辖的琼州海峡水域具有商船流量
大、通航条件复杂等特点，商渔船碰撞事故占水上交通事故
的比重大。为打造安全、高效、畅通、和谐的琼州海峡水上
运输通道，海口海事局坚持“早谋划、早研判、早应对、早引
导、早巡查、早准备”，重点抓“警示教育、安全保障、安全提
醒、避碰措施、渔船劝导、应急保障”，全力防范商渔船碰撞
事故，维护辖区海上安全形势稳定。

2020 年，海口海事局有针对性地前往临高等地的传统渔
港开展大型“商渔船防碰撞安全警示教育活动”5 次，发放安
全生产资料 650 份，宣传教育近 600 人次，切实地帮助渔民提
高安全意识，改变以往商渔船事故频发的局面。

违法占地
未批先建加工厂
琼海2部门联合执法拆除违建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1 月 12 日，琼海阳江镇政府
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执法，对阳江镇一间未批先建的槟
榔加工厂进行整体拆除，进一步遏制违法用地建设行为。

据了解，违建当事人马某在阳江镇桥园村未批先建一间
槟榔加工厂，也未在规定时间内补办相关手续。琼海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及阳江镇政府依法对违建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
行劝导，并依法依程序向当事人送达《责令停止违法建设的
通知》等法律文书，责令当事人对该违法建筑限期自行拆
除。后当事人积极配合整改工作，及时自行拆除。

此次拆除工作，拆除违法建筑 1955 平方米，待拆除完毕
后，将对约 2000 平方米的违法占地进行复绿。

临高检查校外培训机构
消防安全

发现问题
要求整改

本 报 讯（记 者 王 小 亮 通 讯 员 卢 景
超）1 月 14 日，临高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
教育局、卫健委、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
和辖区派出所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
全大检查，切实提升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消防安全水平，扎实推进冬春火灾防控
工作开展。

联合检查组先后深入朝阳教育培训、
博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 8 家校外培训机
构，重点检查各培训机构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是否落实；低温天气室内取暖用电是否
落实防火安全措施；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是否畅通；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是
否完整好用；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培训
机构是否办理审批手续等，并随机提问工
作人员扑救初期火灾及逃生自救常识的掌
握情况。

针对检查中发现有关机构存在个别应
急照明灯损坏、楼梯口堆放杂物等问题，
检查组要求场所负责人立即整改。检查组
再三叮嘱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要高度重视
消防安全工作，增强单位从业人员的消防
安全意识，提升培训机构的火灾防控能
力，为学生营造安宁的校外学习环境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1 月 11 日，记者从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的 2020 年省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受理社会公众投诉举报情况综合分析
中了解到，去年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集中在
一般食品、化妆品、交通工具、销售服务、餐
饮和住宿服务等 5 个方面，虚假宣传、价格违
法、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社会公众举报重点。

省市场监管局通过对商品、服务消费类
型投诉数量、增减幅度和受关注程度等方面
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去年消费者投诉热点问
题主要集中在一般食品、化妆品、交通工具、
销售服务、餐饮和住宿服务等 5 个方面，涉及
虚假宣传、价格违法、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社会
公众举报重点。举报重点主要是涉及网络购
物平台商品广告内容虚假；使用“最高级”

“顶级”等绝对化语言；将普通食品夸大宣传
有治疗、增强免疫力等功效；未明码标价、违
规收费、哄抬物价；食品存在安全隐患等。

去年，我省共接收一般食品类投诉 7919
件，占商品类投诉总量的 21.86%。此类投诉
反映的问题主要有：购买的食品未注明生产
日期、购买到过期或变质的食品、食用后出现
身体不适申请退款赔偿遭拒、餐饮店食品卫
生不合格、夸大宣传食品有治愈疾病功效，欺
骗社会公众等问题。

接收化妆品类投诉 4132 件，占商品类投
诉总量的 11.41%。此类投诉问题主要有：通
过官网购买的化妆品未按约定时间发货；购
买的化妆品无法按时提货；购买的化妆品出
现数量不足、货品不对、破损、瑕疵；临近使
用期限，要求售后处理遭拒；网购化妆品时商
家承诺的返现一直未到账；网上已支付订单
申请退款一直无人处理等。

接收交通工具类投诉 3339 件，占商品类
投诉总量的 9.22%。此类投诉反映的问题主
要有：购买的电动自行车无法上牌；购买的二

手车未提前告知车身状况，申请退款遭拒；购
买的新车车内配置与合同描述不一致，要求
换货遭拒；购买的摩托车出现故障，商家拒绝
提供售后服务等。

接收餐饮和住宿服务类投诉 6962 件，占
服务类投诉总量的 14.49%。此类投诉反映的
问题主要有：购车订金无法退还；市场销售的
海鲜存在缺斤少两现象；美发店办理的会员
卡到店消费无法享受会员权益；健身房无人
授课、老板跑路，会员申请退款难等问题。

接收餐饮和住宿服务类投诉 6301 件，占
服务类投诉总量的 13.11%。此类投诉反映
的问题主要有：因行程变动无法入住酒店申
请退房遭拒；预定的酒店实际房型与网上宣
传不符；未入住订单显示已完成，要求酒店
处理遭拒；就餐时商家未提前告知就收取茶
位费；购买的自助餐券无法使用申请退款遭
拒等。

我省发布去年社会公众举报重点

虚假宣传 价格违法 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1 月 11 日，记者从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的 2020 年下半年我省流
通市场儿童台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了解
到，该局近期对全省流通市场 20 批次儿童台
灯产品进行了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 12 批
次，不合格发现率为 60%。

本次监督抽查对标记、结构、爬电距离和
电气间隙、防触电保护、接线端子、外部和内
部接线、耐久性试验和耐热试验、防尘、防固
体异物和防水、接地规定、耐热、防火和耐起
痕、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等项目进行了检验。

本次抽查发现涉及安全性指标的项目有
11 批次不符合标准要求，涉及的不合格项目
为：耐热、耐火、耐起痕，辐射电骚扰，外部接
线和内部接线；另有 10 批次产品不符合使用
性要求，涉及的不合格项目为：标记。12 批
次不合格产品具体为：定安定城世纪华联超
市销售的 1 批次 LED 贴片折叠充电式台灯；
文昌清澜隆灿超市销售的各 1 批次 LED 暖白
光双模台灯、LED 双功能折叠台灯；琼海博鳌
宏源超市销售的 1 批次 LED 暖白光触控护眼
台灯；琼海嘉积宝真超市金海店销售的 1 批

次 LED 环形触控台灯；儋州百佳汇实业有限
公司销售的 1 批次充电式夹子台灯、2 批次
LED 台灯；海南六兴商贸有限公司第五分店
销售的 1 批次简约款蓄电夹子台灯；万宁广
百佳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的 1 批次 LED 多功能
锂电笔筒台灯；陵水广百家商贸有限公司销
售的 1 批次 LED 折叠台灯；陵水椰林文强文
体超市销售的 1 批次 LED 时尚折叠台灯。

本次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将移交被
检主体及产品标称的生产企业所在地市场监
管部门依法处理。

全省流通市场儿童台灯产品质量抽查

6成样品不合格

线路老化
民房着火

儋州消防 7 分钟成功处
置，无人员伤亡

本报讯（记者马宏新 许光伟 通讯员
陈艳丽）1 月 13 日，儋州市那大镇一民房发
生火灾，儋州消防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成
功灭火，所幸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当天 17 时 8 分，儋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接到群众报警称，位于那大镇军屯前进路
三巷巷口房屋一楼客厅着火。接到报警
后，该支队指挥中心立即调派 4 车 20 名消
防救援人员火速赶往现场。消防救援人员
赶到现场发现，该民房一楼客厅着火，现
场浓烟滚滚，火势呈燃烧阶段。指挥员立
即下令封锁火灾现场，疏散周围群众，同
时出动一支干线两支水枪进行灭火。7 分
钟后，明火被扑灭，为防止复燃，救援人员
继续出水冷却。

此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着火部位
为该民房一楼客厅，过火面积约 8 平方
米，主要燃烧物为家具、家电、杂物等。初
步判断，火灾原因为线路老化导致。

居民楼突发火灾
澄迈消防紧急救援扑灭

火，救出4被困人员

本报讯（记者王季 连蒙 通讯员陈焕
林）1 月 12 日 13 时 12 分，澄迈县加乐镇中
山三路一栋民房着火，有 4 名人员被困，澄
迈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立即调派金江消
防站 3 车 7 人赶赴现场成功救援扑灭火，
将被困人员全部救出，无人伤亡。

据了解，当天 13 时 33 分，消防员到达
现场后经侦查得知，着火建筑为一栋 3 层
高的居民楼，起火点位于民房 2 楼，窗内正
往外冒着滚滚浓烟及火苗，3 楼有 4 名人员
由于浓烟遮挡无法自行脱困，被困在防盗
窗窗台，情况十分危急。

根据现场情况，现场指挥员立即组织
开展救援，首先封锁火灾现场，疏散周围
围观群众，命令指战员单干线出两支水枪
进行灭火，同时搜救被困人员。13 时 42
分，4 名被困窗台的群众被安全救出并疏
散转移至安全区域。为防止着火区域复
燃，消防员利用水枪对冒白烟的地方进行
降温处理。14 时 12 分，经确认，明火已被
扑灭，现场已无被困人员。

据介绍，此次火灾无人员伤亡，着火
部位为起火单元客厅，过火面积约 20 平方
米，主要燃烧物为床垫、家具等杂物。目
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海口环境监察局做好医疗废物
和污水监管

检查医院污水处理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王慧敏）1 月 12 日，海口市

环境监察局对长流污水处理厂和省肿瘤医院进行检查，做好
疫情医疗废物环境管理和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

经检查，长流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设施运转正常，在线
监控数据正常，水质清澈无异味。由于季节原因污泥产量
高，执法人员要求长流污水处理厂及时清运，在疫情及春节
期间做好人员值班安排，确保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

经检查，省肿瘤医院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在线监控
数据正常，医疗废物有规范化管理。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
要求医院在疫情防控期间必须要确保污水治理设施正常运
转，加强医疗废物尤其是感染性医疗废物的管控，防治措施
做到位，与医疗废物处置公司做好交接，按要求做好台账记
录，做到日产日清，保障市民身体健康。

海口龙华市场监管部门督查进
口冷链食品终端销售单位

个别单位“四证一码”
公示方式不规范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孔碧霓）为持续加大进口冷
链食品的管理力度，确保进口冷链食品的监管不留死角，从 1
月 12 日起，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局以双管齐下的方
式，将进货源头、销售终端两手紧抓，实现进口冷链食品全过
程闭环管控可追溯，严防新冠病毒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

1 月 12 日、13 日，该局连续两天对西庙农贸市场、文华农
贸市场、旺豪超市新友谊店等多个冷链食品终端销售单位开
展监督检查工作。现场检查主要检查各进口冷链食品销售
终端经营单位是否认真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所经营
的进口冷链食品是否都持有“四证一码”（即进口冷链食品

海关通关单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消毒证明、核酸检测证

明和海南省冷链食品可信追溯平台溯源码）等“身份证明”，
并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亮证亮码经营。

此次被抽查的经营进口冷链食品的终端经营单位均已
做到了亮证亮码经营，但个别经营单位对“四证一码”的公
示方式不够规范，在经营场所内展示的位置不够显眼。针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该局执法人员均已现场责令进行改正。

乐东举办信访业务培训

学员掌握

基础业务应用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1 月 12 日上午，乐东黎族自治县在

县委党校多功能报告厅举办全县信访业务培训班，各镇、县
直各有关单位分管领导和信访专职人员共 96 人参加培训。

培训老师分别作了题目为《关于重信重访化解的基本程
序和方法》《掌握信访信息系统基础业务应用，提高信访工
作效率》的授课。通过培训，学员认清乐东信访形势，基本
掌握信访信息系统基础业务应用和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
积案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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