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市场监管局
设立23个缺陷产品

伤害监测点

记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我
省在重点消费商圈设立首批23个缺陷
产品伤害监测点，并于3月15日正式运
行。

据了解，建立产品伤害风险监测点，
是加强消费品召回管理工作、提升消费
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在消费商
圈设立缺陷产品伤害风险监测点，不仅
能及时采集消费者反映的消费品缺陷信
息，发挥“哨点”作用，监测产品质量和设
计缺陷，还能向消费者普及缺陷产品召
回知识，评估产品安全的潜在风险，努力
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助
力产品质量提升，形成质量安全社会共
治的良好氛围。

据介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一步
将聚焦民生关切，持续完善缺陷产品伤
害信息采集与调查工作制度，进一步拓
宽产品伤害信息收集渠道，以儿童玩具、
儿童用品、儿童服装、文具、家具、建材、
体育用品、智能安防、电器等与消费者工
作、生活密切相关产品因质量问题造成
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的信息为重点，强
化缺陷产品召回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及风
险警示，加强产品风险预防，扎实推进缺
陷产品伤害风险监测体系建设，切实保
障消费者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儋州市
52批次样品快检结

果全部合格

3月13日，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织执法人员到那大镇红旗市场开展食
品安全“你送我检”活动，积极回应社会
大众对食品安全的关切，推进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

当天9时，执法人员在活动现场设置
2个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台，对消费者所采
购的食材免费进行快检，并现场公布结
果。执法人员对市民提供的青菜、豇豆、
茄子、畜肉、米面制品等10余种产品共
52批次进行快速检测，经过洗脱、提取、
测试等专业操作，在15分钟内出示快检
结果。在检测过程中，执法人员向群众
介绍蔬菜农药残留、瘦肉精、注水肉、硼
砂快速检测的方法和原理。

经检测，送检的蔬菜未发现有农药
残留超标的情况，畜肉未发现瘦肉精、注
水肉情况，米面制品未发现硼砂超标情
况，所有样品快检结果全部合格。“面对
面”的快速检测，有效增强了食品安全检
测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提高了群众
对食品安全工作的参与感和满意度。

万宁市
提供商品真假鉴别服务

3月15日上午，万宁市市场监管局
联合万宁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市金融
办、市烟草专卖局、市消防应急大队等部
门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悬挂宣传横
幅、设置法律咨询台以及发放各类宣传
资料等形式，围绕活动主题，深入宣传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禁毒、防范非法集
资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消费者
的维权意识和能力。同时，活动现场还
向消费者展示了假冒伪劣商品，提供商
品真假鉴别服务等，多角度向消费者普
及消费维权知识，获得广大消费者的一
致认可。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
宣传资料1500余份，解答各类法律咨询
300余人次。

海口市美兰区
开展消费者权益日

暨禁毒宣传

3月15日，海口市美兰区各镇街分
别在辖区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暨禁毒宣传活动。

3月15日，美兰区白沙街道联合派
出所、司法所、工会、共青团、妇联、青年
志愿者等在锦山里社区居委会开展宣传
活动，向大家宣传普及麻醉药品、精神药
品、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的诸多危害性。

3月15日，美兰区博爱街道联合博
爱派出所在博爱南路信用社门口集中开
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暨春季“禁
毒流动课堂”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利用

银行客流量大、方便禁毒知识普及的特
点，为顾客及工作人员提供禁毒咨询服
务。此外，美兰区各镇（街）也以不同方
式，开展各式各样的“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暨禁毒宣传活动。

海口海关
严厉打击跨境电商

领域侵权商品

记者3月15日从海口海关了解到，
近期，海口海关所属美兰机场海关在出
口快件监管现场发现多个包裹存在品名
申报错误、商品描述模糊等问题，经开箱
查验发现，快件包裹中的商品使用了

“LV”“GUCCI”“CHANEL”等多个国际
品牌的商标，且商品均存在做工粗劣、标
签不全、包装简陋等问题，有较大的侵权
嫌疑，后经海口海关联系上述品牌权利
人，权利人鉴定上述商品均为侵犯知识
产权的假货。

据悉，海口海关连续7年开展知识
产权保护专项行动“龙腾行动”，打击进
出口侵权货物违法行为。围绕服装鞋
帽、洗护用品、皮具箱包、电子电器、办
公文具、珠宝手表等消费类侵权高风险
领域，该关开展大数据分析和模型化研
判推演，不断提升打击精准度和实效
性，切实保护公众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
安全。

据统计，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颁布以来，海口海关共查扣侵权
进出境日用消费品逾5万件、涉案货值近
380万元。

定安
销毁一批假冒伪劣产品

3月15日，定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合各有关职能部门、企业代表、个体工
商户代表在定城镇人民中路天安购物广
场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
动。

活动现场，通过设立咨询点，宣传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
法等法律法规，并为过往群众解读实体
店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消费环节经营
者首问和赔偿先付制度、消费投诉公示
制度等相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
制度，切实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和经营
者诚信守法意识。

“今天来到活动现场，收获很多，了
解到怎么辨别假冒伪劣产品，怎么去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希望今后能多多举
办类似宣传活动。”市民翁女士说。

活动当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
行政执法局、烟草专卖局等单位还联合

销毁了一批假冒伪劣产品，涉及卷烟、化
肥、食品、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等共
计十余个种类、1000余公斤，采用无害
化处理的方式集中销毁，确保应销毁尽
销毁，防止二次流通和二次污染。

文昌市
开展法律维权主题

普法宣传

3月15日上午，文昌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以及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代表联合开展“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宣传活动。市司法局组织普法志
愿者开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消费者
法律维权等主题普法宣传。

活动现场，文昌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和普法志愿者向来往群众普及民法典中
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知识，同时
结合未成年保护法，向群众宣传讲解文
昌市开展“护苗”专项行动的相关内容，
号召广大群众关心未成年人，加强对未
成年子女的教育和保护，使其远离犯罪、
防范侵害，健康安全成长。

据统计，活动现场共接待前来咨询
的群众10多人次，发放民法典、《文昌市
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律
知识读本》《海南省法律援助规定》、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等宣传手册及禁毒、防诈
宣传折页100余份。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集中销毁罚没物11万余件

3月15日，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开展罚没物品集中销毁活动，进一步引
导和动员全社会树立“质量第一”、食品
安全共治共享意识。

据了解，去年以来，三亚市综合执法
局大力开展各类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
法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此次活
动销毁的物品涉及假冒酒类、不合格衣
物、化妆品、塑料制品等16个种类共11
万余件商品，涉案商品价值34万余元。
执法人员将罚没物品统一运送至光大环
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通过焚烧等无
害化方式进行集中销毁。通过此次活
动，旨在警示商家加强自我约束，有效遏
制制假售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
的消费环境。

“罚没物品集中销毁行动，既是打假
治劣成果的集中展示，又是对违法分子
的有力震慑。”该局相关负责人称，下一
步将继续发挥综合执法优势，推进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实施质量强省
建设战略，深入重点领域、重点市场开展
综合整治，严厉查处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不断优化市
场环境。

陵水
排查“三无”消防产品

3月15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消防救
援大队联合多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大队宣传人员通过现场搭台宣讲、

实物展示等形式开展消防产品科普宣
传，并且利用消防宣传车的车载播放系
统播放各类消防安全提示音频，吸引路
过群众前来咨询和围观。

宣传人员针对近年来频频出现冒牌
消防培训和假借培训名义推销伪劣产品
的现象，向群众介绍冒牌培训机构为骗
取群众信任以鼓动群众消费、假冒消防
等部门或合法培训机构，声称免费提供
消防培训，实际目的却是兜售低成本的
伪劣消防产品，追求高额利润，提醒群众
国家任何消防部门从不委托任何机构及
个人销售贩卖消防器材。

此外，大队结合辖区实际，联合市场
监督管理局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检
查组执法人员现场对部分灭火器、应急
照明灯、消防水带、水枪等常用消防产
品，严格排查销售“三无”消防产品违法
行为。

保亭消防
及时取缔下架冒牌

消防产品

3月15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消
防救援大队联合多部门开展消防产品质
量监督工作，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和教
育。

当天，保亭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场
监管局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提高消费者
的消防意识，增强对冒牌消防的识别能
力，减少冒牌消防产品的使用。同时，加
强对生产企业和销售渠道的宣传和教
育，让他们认识到冒牌消防产品的危害，
自觉维护消防安全；消防企业应该加强
行业自律，加强对自身生产销售环节的
管理和监督，防止出现冒牌消防产品。
保亭消防救援大队给重点单位下发消防
安全提示函并随机抽选检查单位，以提
高行业单位的自律性和警惕意识。

据了解，保亭消防救援大队近日开
展了一系列联合检查，对不合规的产品
进行及时处理并对责任单位做出严肃问
责和相应的处罚，确保消防产品符合国
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对于不符合
要求的产品，及时予以取缔和下架，严格
追究相关企业的责任。 （本报综合）

3 月 15 日，澄迈县消防、质检、公
安、旅文等多部门在金江宝真广场集
中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

传活动。
县消防救援大队利用这次宣传

机会，向广大消费者提供有关选购消

防产品的常识和消防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王季
通讯员陈焕林

打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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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王
恋）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原琼中吊罗山乡人民
政府新农保协管员邓某泽涉嫌贪污、洗
钱罪一案，并联合琼中县纪委监委，组
织全县各乡镇分管领导、农保员，并邀
请琼中县消防指战员旁听案件审理，开
设了一堂生动的廉政警示教育课。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邓某泽利
用担任琼中吊罗山乡人民政府新农保
协管员的职务便利，多次伪造申报材
料，冒领辖区内死亡居民的丧葬补助
金和退保金用于个人花销、还贷款，冒

领的丧葬补助金和退保金共计14万
余元。此外，邓某泽2019年2月在微
信开通零钱通，用于购买基金、提现减
免手续费。2021年3月至8月，邓某
泽将贪污赃款中的4700元转入零钱
通，期间获取收益0.53元。

庭审中，围绕定罪和量刑，公诉人
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邓某泽及辩
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主
持下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依法保障
了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整个庭审
过程平稳有序。鉴于案情复杂，该案
将择期宣判。

冒领丧葬补助金
退保金14万元
琼中一名新农保协管员受审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白
天哲 周洋）3月14日至15日凌晨，儋
州海警局昌江工作站连续接到2起救
助类警情，成功救助12名受困群众。

3月14日23时30分许，儋州海警
局昌江工作站接群众报警称：在昌江
海尾港外3海里处，一艘工程船与一
艘渔船发生碰撞，导致渔船倾覆，11名
渔船船员已被转移至工程船上，急需
海警前往救助。

接警后，昌江工作站立即出动救
援摩托艇赶赴现场开展救助。凌晨0
时45分许，海警救援人员抵达现场，
将11名渔民安全过驳至海警救援摩
托艇，并护送至海尾港码头，交由相关
部门处置。

3月15日3时30分许，昌江工作
站再次接到群众报警，称海尾港外约
13海里处一艘渔船上有一名船员因突
发脑溢血昏迷不醒，急需救援。该站
立即组织人员，携带相关救援器材，火
速前往救援。

到达事发地点后，海警救援人员
与涉事渔船船员合力将昏迷人员安全
过驳至海警摩托艇上，对昏迷人员进
行生命体征检查，并立即联系驻地120
急救中心同步做好救助准备。5时30
分许，海警救援摩托艇安全返回海尾
港，并将昏迷人员转移至驻地120急
救车上进行下一步治疗。

据了解，因救援及时，12名遇险群
众身体状况良好，无生命危险。

两船相撞多人被困，船员突发脑溢血昏迷

儋州海警紧急救助
12名受困群众脱险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关注

我省多地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强化维权意识 提振消费信心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我省多地多部门举办系列活动，工作人员针对

食品安全、商品真假鉴别、消防产品等方面，为消费者提供咨询服务，宣传相

关法律法规，并接受投诉，促进更多消费者知法、懂法、用法，同时推动更多经营者敬

法、畏法、守法，维护消费者权益，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

本报讯（记者王小亮 通讯员胡
天星）“幸好你们及时前来劝阻我，不
然我就被骗了！”近日，临高县公安局
和舍派出所快速反应、及时处置，成功
劝阻一起电信网络诈骗，避免群众受
到损失。

3月3日上午，和舍派出所接到反
诈中心预警，辖区群众王先生存在被诈
骗风险。民警立即电话联系王先生，但
电话没有接通。为了赢得时间，民警一
边电话联系王先生所在村小组组长，让
组长先核实情况，协助劝阻，一边赶往
王先生家里。到达王先生家里后，经了
解得知，王先生与父亲去多文镇参加军

坡节了，且手机设置了拒接陌生电话。
经与王先生的父亲联系，得知王先生的
具体位置，民警立即赶往现场与王先生
会合。经了解，王先生接到快递物流

“客服”电话，对方称他购买的物品有质
量问题，需申请退款，他正准备按照“客
服”所说进行操作。

民警了解情况后劝阻王先生，向
王先生讲解冒充客服诈骗的套路，并
让王先生通过正常渠道对“客服”身份
信息进行验证，证实了“客服”身份为
假冒，王先生这才意识到这是诈骗。
随后，民警指导王先生下载安装“国家
反诈中心”App。

证实假冒客服身份
临高警方成功劝阻一起电信网络诈骗

本报讯（记者王巍）记者从屯昌
县公安局获悉，该局扎实推动“扫诈1
号”专项行动，近期共依法刑事拘留28
名非法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及电话
卡犯罪嫌疑人。3月14日，屯昌警方
公布3起典型案例。

据介绍，今年2月，犯罪嫌疑人陈
某光为获利，介绍犯罪嫌疑人李某伟出
售银行卡给他人非法使用。经查，陈某
光介绍出售的银行卡被用于转移电信
网络诈骗资金，出售期间支付结算流水
高达172万元。陈某光非法获利580
元，李某伟非法获利3700元。陈某光、
李某伟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犯罪
被屯昌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去年6月，犯罪嫌疑人陈某颜在酒
后出于“朋友情谊”出借一张银行卡给
他人非法使用，并帮助转移涉案资
金。经查，陈某颜出借的银行账户涉
及2起案件，涉案资金39400元。2月
28日，陈某颜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被屯昌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去年9月5日，犯罪嫌疑人钟某为
获利将一张银行卡出租给他人非法使
用，并帮助转移涉案资金。经查，钟某
出租的银行账户涉及3起案件，涉案资
金41168元，钟某从中非法牟利2300
元。2月18日，钟某因涉嫌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被屯昌县公安局依法刑事
拘留。

屯昌警方严厉打击非法出租、出借、出售银行
卡及电话卡违法行为

刑事拘留28名嫌疑人

招聘信息
工作岗位：公司兼职顾问
要求：具有资深管理能力，有政法单位相关工作经验人员优先。
年薪十万元起。
联系电话：13134788888

公 告
兹有一男婴于2014年9月16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镇荣昌大道一石

场附近被捡拾，捡拾人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后查找不到生父母，现请该男婴生父
母或其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依法安置。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83310996

陵水黎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3年3月15日

反电诈海南警方在行动海南警方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