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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报报道了一伙人在万宁
市长丰镇福田村委会大园村村口非法
采钛矿#形成的大水坑存在安全隐患#

当天万宁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执法大队
前往该村执法# 不仅捣毁了这个非法
采矿点#还将附近#个非法采矿点一起
捣毁#并当场打烂$部洗矿机器$

%非法挖矿掏空村路留下大坑&见
报后在当地引起广泛影响# 当地群众
表示这些非法采矿点被采光矿后#总
会形成大水坑#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如今被曝光了很让人解气$

!"日# 万宁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执
法大队林队长表示# 已对福田村委会
非法采钛矿行为进行打击# 将大园村
村口以及附近#个非法采矿点取缔#并
且现场打烂$台采钛矿所使用的洗矿
机器$ 万宁市国土部门的举报电话是
%!!!#$&&# 欢迎群众踊跃举报这些非
法采矿点#执法队员对信息核实后#对
这些非法采矿点绝不姑息#一律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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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住儋州那大城区在
伏波路大地小区的曾绍星买菜回家
时#发现居民喊抓小偷$ 他立即上前
抓住其中一名小偷# 却被小偷同伙
用匕首刺穿左手掌# 小偷逃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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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后悔#(今天下午#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 曾绍星说#)以后
再遇小偷我照样冲上去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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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 记者到儋州市人民
医院外科#号病房采访时#曾绍星手
术后一直在昏睡+ 记者不忍打扰#没
有对他进行采访$ 今天下午记者再
次来到病房时# 经过两天的治疗和
休息#曾绍星的精神好多了#他向记
者讲述了当时自己抓贼的经过$

)小偷偷的不是你的车#车主跟
你不认识#为什么要管这事'又受伤

了#你后悔吗, (记者问他$

)我不后悔$ (曾绍星说#)你想
想#人家当个建筑工人赚几个钱不容
易#好不容易买了摩托车方便出入#

小偷就把车给偷走了#不劳而获#这

不行* (

曾绍星虽然抓小偷被刺伤了#邻
居和亲友的爱心也让他很感动#两天
来#不少邻居和亲友来医院看望他#

并给他捐了%&&&元#这让他感觉到社

会和人情的温暖#这伤也值得了$

)因为抓小偷#自己伤这么重#以
后再遇上这种事#你还会管吗, (记
者又问他$

)以后遇到小偷我照样冲上
去$ (曾绍星毫不犹豫地说#)这些小
偷是违法分子# 谁遇上了都会管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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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报独家报道了曾绍星浴
血抓贼一事#引起了儋州市政法委-

市委宣传部及公安局领导的关注+

据儋州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正出差在外地的儋州市委常委-

公安局长曹晶指示#要求刑警-治安
及辖区派出所联合办案#从快侦破此
案+ 明天在家的局领导代表该局到
医院慰问曾绍星#并组织材料上报#

为曾绍星申报见义勇为荣誉称号#以
大力弘扬这种社会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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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南国都市报记者从海口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海口市食品药
品稽查支队#美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和卫生监督所了解到# 执法人员#月
"*日在'海山城火锅店(查处并采样的
牛百叶#经海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
测#其中含有甲醛+

美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卫
生监督所负责人告诉记者#'海山城火
锅店(送检的牛百叶检测出含有非法添
加物甲醛后#他们按相关规定#给予'海

山城火锅店()+)万元的处罚#但目前该
笔罚款尚未按时缴纳+'海山城火锅店(

也未对执法部门作出的处罚申请行政
复议+ 由于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该
案被移交警方进行办理+

美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卫
生监督所负责人表示#当时执法人员查
处时#'海山城火锅店( 负责人自称#被
检测出含有甲醛的牛百叶是从附近的
大英山市场采购来的#不知道里面含有
非法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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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南国都市报%这种
厨房做的菜你还敢吃吗&曝光了海口大
英路'海山城火锅店(等三家餐饮服务
企业的厨房乱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
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 #月"*日-")日#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海
口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海口市食品

药品稽查支队#美兰区和龙华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和卫生监督所#大英工商
所以及海府派出所联合执法#对曝光的
#家餐馆进行查处+其中#执法人员在海
山城火锅店内查处了疑似用非法添加
物浸泡的牛百叶+执法人员立即按程序
采样#并按相关程序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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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属于非法添加物# 是严禁在
食品中使用的+ (海口市食品药品稽查
支队政委张灵珠表示#去年#国务院九
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严厉打击食品
非法添加行为#严格规范食品添加剂生
产经营使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食
品生产经营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
任何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
康的物质#严禁在农产品种植-养殖-加
工-收购-运输中使用违禁药物或其他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对故意非法
添加的#一律吊销相关证照#依法没收
其非法所得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相
关物品# 要求其对造成的危害进行赔
偿#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南国都市报记者从海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和海口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海山城火锅店(

涉嫌非法添加案#是国务院九部门出台
'食品故意非法添加将追究刑责( 规定
以来#我省在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
为专项整治行动中#查处的首例非法食
品添加案+

据悉#非法添加行为涉嫌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依照法律要受到
刑事追究#造成严重后果的#直至判处
死刑+消费者如发现有食品违法添加行
为#可拨打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
热线"!##"投诉# 同时也可拨打本报新
闻热线%%$"&$%!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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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美兰区公安分局负责办
理此案的刑警表示# 由于海山城火

锅店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目
前# 该火锅店老板姚某已被公安机

关逮捕#正进行调查取证#随后再由
检察院进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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