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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考临近$用心的家长正想方设法
为冲刺的孩子%健脑补身&' 记者今天
走访海口市多家药店#超市$发现补脑
类保健品比较红火( 但营养学专家表
示$ 短时间保健品摄入过猛$ 做法不
妥$甚至可能产生毒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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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记者在府城的广安堂
药品超市看到$ 超市收银台前摆放了
一块广告牌$上面布满%健脑#强身健
体&等各种功效的保健品宣传语#宣传
画( 在保健品货架上$ 宣称能促进睡
眠# 提高记忆力等功能的保健品摆了
好几种(一位销售员指着一款%健脑口
服液&宣称$这款保健品很好卖$很受
学生家长欢迎$现在店里已断货$仅剩
一盒( 而在红城湖路的源安隆药品超
市$%健脑#增强记忆力#助眠&等各种
功效的营养品琳琅满目$ 而且都摆在
显眼位置(店员说$中考#高考临近$店
里提高睡眠质量# 增强记忆力等功能
的保健品销售比较好(记者看到$店员
推荐的这些保健品价格最便宜的&'多

元一盒$最高的$''多元一盒(

不仅保健品热销$中药房的滋补药
材也受家长青睐(%这一两个星期$前来
抓药的学生家长比较多$主要是买补药
的( &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国医堂专家
江海身教授表示$ 这些家长采购人参#

西洋参#枸杞子#冬虫夏草等滋补中药$

在备考期间为孩子进行调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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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补脑&需要注意些什么问
题呢)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营
养高级师杨卿表示$ 市场上各种针对
学生的补脑营养品名目繁多# 鱼龙混
杂$目前有些宣传%补脑&#%提高智商&

等功能的保健品$存在一定的误导(他
认为$ 一些家长主动为考生购买改善
记忆#抗疲劳等保健食品$以期短期内
改善大脑营养#提高智商$这样短期#

盲目的进补做法是不妥的(

杨卿建议$ 家长可以通过让考生
规律性的生活$ 适当的体育锻炼和膳
食营养进行调节( 如每日均衡摄入五
类食品$包括*粮谷类+鱼肉蛋奶类#蔬
菜#水果以及坚果类$以满足每日营养

需求( 避免过量高能量# 高蛋白的摄
入$ 以免肠胃负担过重$ 容易出现困
倦$疲劳$影响思维和学习效率(

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国医堂专家
江海身教授表示$ 中医学有 %虚则补
之&的原则$气血旺盛的青少年考生应
尽量避免使用补剂$ 如大量的服用人
参$可以产生头晕#失眠#抑郁#血压升
高等副作用, 个别体质虚弱者也应当
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避免影响考生的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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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从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获悉$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正确认识和合理使用保健食品$ 谨防
上当受骗$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布的消费提示称* 国家从来未批准
过补脑#提高智商等功能的保健食品(

国家批准的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

增强免疫力等功能的保健食品不适用
于补脑#提高智商#缓解脑力疲劳( 消
费者在选购保健食品时$要理性消费$

谨防受骗$ 切忌相信个别不法企业的
虚假夸大宣传(

消费提示指出* 有些保健食品原
料不太适合考生使用$ 且产品有规定
适宜人群和不适宜人群及食用量$消
费者在购买时要仔细查看( 保健食品
不能代替药品$考生如感到身体不适$

应及时就医$不要盲目食用保健食品$

以免延误病情(

消费者若需购买保健食品$ 应到

信誉好#证照全的正规销售场所购买(

购买时要认准保健食品标志和批准文
号$仔细察看包装上厂名#厂址#联系
电话#生产日期#有效期限等$并妥善
保管购物发票和相关凭证( 不要购买
无保健食品标识的非法保健品$ 发现
违法生产经营保健食品的$ 可及时向
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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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日上午$ 一环卫工人
在万绿园与复兴城交界处附近海
面发现一名妇女尸体$ 便立即报
警(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是一名
五旬妇女的尸体( 不久后警方将
尸体打捞上岸( 据死者的丈夫介
绍$ 死者可能因与家人发生口角
想不开而跳海(

$%日上午)时('分$ 记者赶到
现场看到$一名女子尸体停放在马
路边$两名男子正在现场面对尸体

嚎啕大哭$辖区派出所民警和刑警
正在现场做调查(

据发现尸体的环卫工人介绍$

上午)时许$ 他正在海边打扫卫生
清理海面漂浮的垃圾$突然看到万
绿园与复兴城交界处海面漂浮着
一具尸体$便立即报警(随后$万绿
园边防派出所和海口新港水上边
防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十多分钟
后$死者尸体被打捞上岸( 死者旁
边哭泣的是其丈夫和儿子(

%老伴你咋这么傻啊-&死者的

丈夫陈先生抱头痛哭称$ 妻子姓
易$今年(*岁(他们是重庆人$全家
人包括儿子和儿媳都在八灶街租
房居住( +'日夜晚$妻子因和家人
发生口角$就独自一人外出$直到
深夜%%点多仍没回家$他和儿子就
外出分头寻找$附近的街道都找遍
了$还是没找到人(没想到上午)点
多就听老乡说$妻子在万绿园海边
跳海死亡了(

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死
者死因(

!"#$

!

%

"#

&'

!记者
%&

" $%日上午)时%%分$ 网名为
%我叫林能忍& 的网友发布一条微
博称$ 银通大厦%*楼某公司,台笔
记本电脑被盗$ 并上传了一篇嫌
疑人的视频截图( 当日下午+时
许$ 记者来到了海口市龙华区国
贸二横路银通大厦%*层$ 找到了
这家公司$ 该公司的副总经理黄
先生证实公司确实丢了,台电脑$

原来发表这条微博的正是该公司
员工林先生(

黄经理告诉记者$ %)日上午-

时许$ 公司员工上班时发现$ 公
司大门的把手被撬坏$ 走进办公

室后发现$ 几名员工桌上的笔记
本电脑都不翼而飞( 随后公司向
辖区派出所报警并向大厦安保人
员要求查看%-日晚的监控录像(

黄经理称$ 从监控录像中$

他们发现了一名可疑人物$ 并播
放了数段视频( 从黄经理播放的
视频中$ 记者看到$ 从%-日下
午.时起$ 一名佩戴眼镜的黑衣
男子多次进出电梯$ 顺次前往
该大厦的各个楼层$ 像是在寻
找什么( 晚上-点+&分$ 大多数
公司已经下班$ 该男子再次走
进电梯 $ 按下了 %/楼的按键 (

晚上)点+%分$ 电梯再次来到%*

楼$ 当男子走进电梯时$ 左手上
多了一个袋子$ 从提拿的姿势判
断$ 袋子显然很沉$ 男子还曾放
下来活动一下手臂(

黄经理怀疑$ 该男子很可能
就是从公司盗走,台电脑的人$ 员
工林先生表示$ 他发布微博也是
希望能对找到此人有所帮助(

对于有公司电脑失窃$ 银通
大厦的安保人员林先生表示$ 当
晚值班的人已经下班$ 目前大厦
物业管理方面仍然在对该事件相
关人员进行调查( 目前$ 被盗公
司已将视频提供给金贸派出所$

警方正对该案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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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评议海南省政
务中心活动&投票延续火热$南海网记
者获悉$ 截至(月+%日下午*点$%万人
评议省政务中心& 十佳审批服务窗口
投票达%%)万$群众提建议&''多条(

%万人评议海南省政务中心活
动&自(月,日启动以来$群众投票热
情高涨( 截至+%日下午$海南省工商
局审批办以%+(%%&票高居排名第一$

省林业局审批办以%',,**票位居第
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审办排名第

三$获投票%'&%,%张( 这三家也是这
次活动中获投票率先突破%'万张的
单位(

这次的评议分两部分* 其一$公
众对省政务中心的政务环境#基础设
施$创新管理#提高效能$推进改革#

为民服务$依法办事#履行职责$干部
作风# 廉洁行政等五大方面的评议,

其二$评选省政务中心%十佳审批服
务窗口&$ 公众通过对*&个厅局审批
办的%三集中&到位情况$办事效率$

服务态度$兑现承诺情况$勤政廉政

情况等进行投票评议(

让政府机构在公众中进行公开#

透明评选$这一形式激起了广大群众
的兴趣$记者看到$大家投出自己宝
贵一票的同时$很多人也在建议页面
写下了&''多条对政府机构的建议和
赞许(

...%工商的办事效率不错$能站
在企业的角度去为我们着想$ 急企业
之所急( 周五去咨询的问题他们承诺
周一给答复$ 我以为应该只是口头答
应而已$过一个周末就忘记了$没想到

周一我就接到工商局人员打来的电
话$给我满意的答案$感谢你们- &

...%省商务厅自动进出口是网
上审批$ 我们在办公室就可以申办$

去一次政务中心取回证书就行了$省
了好多事$这样的做法值得鼓励( &

据了解$ %万人评议海南省政
务中心活动& 截至时间为.月+(日$

公众可继续通过登录南海网+ 拨打
电话+ 发送短信+ 现场评议等&种方
式$ 对省政务中心的工作和服务情
况进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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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家住
陵水椰林镇华北村委会的陈某喝醉酒
后$ 耍酒疯将%名儿童+%名老人和%名
妇女打伤$ 椰林边防派出所民警接警
后成功将其擒获(

%-日上午$ 椰林边防派出所民警
接到报警* 北号村公庙附近有一男子
耍酒疯$已连续打伤三人$请求快速出
警(该所民警接警后立即出警$火速赶
往事发地点(在村民的指引下$民警很
快找到了肇事男子$ 并对其实施强制
醒酒措施(

在派出所$该男子酒醒后$民警通
过询问了解到*肇事男子名叫陈某$于上
午%'点左右在北号村村口的早餐店里喝
了一斤海马贡酒$酒后神志不清$走在路
上看见了一位放学的小女孩$ 就用手打
了小女孩的背部(听到小女孩的哭泣声$

一位经过的老人过来讲理$ 但是陈某二
话没说$ 直接抓住老人的衣领就打了老
人三个耳光$打后就往市仔村的方向走$

在路上又打了一位妇女两拳(

得知情况后$ 民警对三位受害者
分别进行了询问$ 并了解到三位受害
者的伤势不重$ 考虑到今后邻里之间
还要相处$ 民警建议三位受害者与陈
某协商解决此事$ 最后三名受害者同
意协商( (月+%上午$在派出所的主持
下$双方达成协议$陈某向三位受害者
当面赔礼道歉$ 并赔付受害者所有的
医疗费用$ 三位受害者不再追究陈某
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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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海南省诗书画家学会第
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海口市椰海大酒
店召开$当天还举行了换届选举$肖冠
杰当选为会长(

据了解$ 海南省诗书画家学会已
经成立了+*年$ 共有会员++'多名$多
次举办高品质书画展( 会员们在积极
创作的同时$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年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捐物*'''多
元$+'%'为玉树地震灾区捐款+'''多
元(据了解$海南省诗书画家学会不仅
是广大诗书画友发表作品$ 展现艺术
才华的平台$同时也是在琼人士联络+

沟通海外华侨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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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底$ 儋州市
白马井镇小南头村部分被征地村民到
儋州市检察院派驻白马井检察室反映$

儋州市滨海新区第一组团在开发建设
过程中$因恒大/金碧天下+滨海大道等
重点项目建设需要征用该村土地并对
该村部分地上附着物进行拆迁$该村在
征地拆迁过程中存在征地面积不清(白
马井检察室干警接访后立即介入调查(

经核查$+'%'年(月+'日至+'%'年
)月+(日$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因恒
大/金碧天下+滨海大道等项目建设需
要$ 分别征用白马井镇小南头村
*,(0&.%亩及&()0+*亩土地,+'%%年%+

月+*日$ 儋州市房产管理所也因滨海
大道项目建设的需要$ 拆除该村在项
目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养殖池及水井(

+'%'年)月至+'%+年*月$ 儋州市国土
环境资源局和房产管理所根据协议约
定分别将七笔征地补偿款及拆迁补偿
款共计*.,.+..)0+)元$拨入该村集体
账户$ 该村按照分配方案已支付给该
村被征地村民*(+))%-(0.(元$至今尚
有余额%&-*-)%0)*元 !含利息+'&'-

元"$收支相抵与余额相符(

(月)日$ 白马井检察室将核查情
况向被征地村民反馈$ 同时督促村干
部尽快将该村被征地面积+ 补偿款金
额+ 分配方案+ 分配表等重新进行公
示$接受村民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