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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车用天然气 9 个加气站今起停气》

停气首日未现“抢气”高峰

海口新增 3 个加气站供气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记者纪
燕玲 实习生刘少珠 文/图）本报昨日
报道了海口市 9 个加气站暂停供气
的消息。记者今日走访各大加气站发
现，部分加气站尚有余气，截至下午
4 点半，记者走访的加气站均未发现
排长龙现象。
上午 11 点半，记者走访了位于
文明东路板桥路口的文明油气站和位
于白龙北路 26 号红星食品厂内的白
龙加气站，发现这两个被列入暂停加
气名单的加气站均仍在供气。被列入
可供气名单的文明东供气站也没有出
现加气排长龙的情况。
“昨天晚上才接到的暂停供气通
知，但是加气站里还剩着一些气，还
能再供应几个小时，应该到下午就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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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完了。”文明油气站的工作人员符
先生告诉记者。
下午 4 点，记者来到可以供气的
文明东供气站，没有看到排长龙的
“抢气”现象。
、
司机们如何应对未来 10 天的暂
停供气？的哥吴师傅正在白龙加气站
加气，他昨天从广播上听说今天部分
加气站会暂停供气，所以赶紧先来把
气加满。记者了解到，许多的士司机
昨天都已经从媒体上听说了部分加气
站将暂停供气的消息。“暂停那么多
个加气站，剩下的几个加气站肯定会
爆满。”正在文明油气站等加气的李
师傅跟记者预测着。有的出租车司机
则表示如果加不到气，这些天可能会
部分暂停供气的气站上午仍有余气供应 少干些活，因为用油开太贵了。

《130 多只被查扣的未检疫羊一夜之间消失》

本报报道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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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介入调查
南 国 都 市 报 10 月 15 日 讯（记
翼而飞的？”这既是该蹊跷事件的重
者 孙学新）400 多只被查扣的非法
大疑点，也是广大读者议论的焦
进岛活羊，依照规定运送至位于海
点。曾经饲养过黑山羊海口养殖户
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的海口动物隔离
的阿亮说，黑山羊一般每只重达
场进行隔离。然而，10 月 9 日一夜
40 多斤，加上羊会挣扎蹬腿力气很
之间，其中的 130 多只羊就没了踪
大，要想单独抱起一只羊都不易，
影。这些羊去哪了？又是怎么不见 “以前卖羊出栏时，都是要从车上架
的？面对重重疑点，整夜看守在隔
下来一块木板当走道，把羊集中赶
离场的工作人员称“可能是被偷走
到木板前走上车，但每次赶羊时羊
的，但没听到任何动静”。此事经南
都会发出很大的‘咩咩’声。”阿亮
国都市报报道后，引起多个相关部
希望，警方能够及时破案，避免这
门的重视。截至记者发稿之时，海
些羊流进市场。
口市秀英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已介
“目前，此案正在紧张查办之
入调查此事。
中。”海口秀英区石山派出所有关负
“130 多只羊一夜之间是如何不
责人表示，鉴于此案涉及老百姓食

新闻追踪

品安全等重大问题，将增加此案的
办案人员和查办力度。记者了解
到，农业部门也主动到公安机关提
供相关线索，积极配合调查。目
前，海口市秀英区公安分局刑警大
队已介入调查。
130 多只羊在看守场地人员眼
皮底下不见了，也暴露出海口动物
隔离场存在的监管问题。如记者调
查发现的场内监控盲区面积超过
50%，隔离动物跑出隔离圈舍无人
管，隔离圈舍内死亡未及时清理
等。针对这些问题，省动卫所回应
称，该所将加强对动物隔离场的管
理，避免再出现类似问题。

记者了解到，我省计划新建一
处海口动物隔离场，届时将配备完
善的监控设备。目前，农业部门正
办理相关手续。
为防控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
重大疫情，我省 4 月份起实行“禁
止输入省外活体肉用动物”禁令，
不法商贩在利益的驱使下组成团
伙，从岛外甚至疫情区收购活体
羊、牛等禽畜偷运上岛，对我省公
共安全造成威胁。对此，省动卫所
负责人表示，将特别加大夜间执法
力度，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合执
法，严厉打击非法偷运活体动物行
为，一旦查获，将从严从重处理。

《文昌一网吧好大胆 吊了证还接纳未成年人》

涉事网吧被取缔 50 多台电脑被扣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记者
王渝 文/图）15 日，南国都市报刊发
《文昌一网吧好大胆 吊了证还接纳
未成年人》一文，反映在文昌市原“新
科园网吧”因接纳未成年被吊销证照
后，该网吧仍然继续经营生意红火，
甚者还有 20 多名穿着校服学生模样
的未成年人在网吧上网。稿件一经
刊发，当即引起文昌市工商局、公安
局部门高度重视，15 日上午，文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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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大部分私家
车司机则表示不知道部分加气站暂停
加气的消息。记者在加气站随机采访
了七八位私家车司机，得到的回应均
是摇头，“车子快没气了，所以刚好
来加气。”只有一位要去接妻子下班
的李先生称，早上看了报纸，所以赶
紧为爱车“填饱肚子”
。
此外，记者今天从海口市能源办
获悉，为进一步方便全市居民和企业
加气，经海南中油深南石油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协调，海口市在因福山油田
油气处理中心天然气处理装置停机检
修期间，新增 3 家加气站供气。新增
海秀、海府、白龙等 3 个加气站可以
供应天然气，但这 3 个 CNG 加气站
供天然气的种类暂时由 LCNG 替代。

执法人员暂扣网吧电脑

工商局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当即部署
工作，事后该局执法大队会同会文镇
派出所一同对该网吧进行了取缔，现
场暂扣了 50 多台电脑。
15 日下午，文昌市工商局、会文
镇派出所执法人员赶往该网吧，走进
大门，该网吧仍在继续营业，网吧内
坐着 10 多位正在上网的客人。经过
调查核实，该网吧的证照的确被吊
销，执法人员当即叫停了该网吧的违

法经营行为，随即对该网吧作出了取
缔处理，并暂扣了该网吧 50 多台电
脑。
据文昌市工商局执法队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该网吧证照被吊销仍我
行我素，继续营业的行为属于无证无
照经营行为。为此，该局按照无证无
照经营相关规定，对该网吧进行了取
缔，目前，该案子仍在进一步处理当
中。

《公庙神像和木雕离奇失踪逾半月》

一男子在万宁发现 3 尊神像

经辨认发现不是海口早前丢失的神像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记者
杨琼文）国庆前夕，海口市龙桥镇儒
南村的一座公庙内的几座神像以及
木雕离奇失踪，村民们怀疑是被盗
了。10 月 14 日，南国都市报 12 版
以 《公庙神像和木雕离奇失踪逾半
月》 报 道 后 ， 引 起 众 多 读 者 的 关
注。15 日上午，万宁万城镇的读者

陈先生在万城北门桥头处发现 3 尊
神像，以为是被盗的神像，万宁市
公安局城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
后，将 3 尊神像拍照后传给村民们
辨认，结果发现空欢喜一场。
10 月 15 日上午 8 时半，万宁市
民陈先生拨打南国都市报新闻热线
说，14 日他在南国都市报上看到海

口市龙桥镇一个村被盗了几尊神
像，而他 15 日上午路过万城北门桥
头处看到 3 尊神像，怀疑是被盗的
神像。接到陈先生的电话后，记者
马上将情况反馈给万宁市公安局城
北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将 3
尊神像拍照后，和海口市龙桥派出
所联系，并将神像的照片传给龙桥

派出所的民警。龙桥派出所的民警
拿到龙桥镇儒南村让村民辨认后，
发现该 3 尊神像不是被盗的神像。
后据万宁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
的民警调查，被扔在北门桥头处的
3 尊神像，几天前就被人放在该处
了，由于是涉及迷信的东西，过往
的市民看到后都避而远之。

《央视曝光首创奥特莱斯》

万宁联合执法组
深入调查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记
者 琼文）南国都市报记者 15 日从
万宁市获悉，针对央视曝光万宁
市首创奥特莱斯后，万宁市积极
应对，并抽调旅游、工商、物价
等 7 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联合执
法组，深入到万宁市首创奥特莱
斯进行执法调查。
日 前 ， 央 视 13 套 《共 同 关
注》 节目用暗访的方式大篇幅曝
光了万宁市首创奥特莱斯涉嫌联
手旅行社购物欺诈游客行为。揭
露了奥特莱斯珠宝城如何低价购
进珠宝，又如何高价卖给游客，
而奥特莱斯和游客之间的牵线人
—— 旅 行 社 导 游 则 通 过 “ 拉 客 ”
购物赚取惊人的高额回扣。
为查明真相，及早将情况回
应社会。联合执法小组还对兴隆
南药园、兴隆根艺馆、康乐园大
剧场的门票售价是否依照相关规
定进行检查。
万宁市旅游局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万宁市联合执法组的
工作还就央视曝光的问题深入调
查中，调查结束后，会尽快将调
查结果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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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门公园里开幼儿园遭质疑》

有关部门
将联合查处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记者
纪燕玲 实习生刘少珠）本报 《白沙
门公园里开幼儿园遭质疑》 昨日
报道了白沙门公园里开设“黑”
幼儿园一事。记者今天从美兰区
了解到，有关部门将开展联合执
法，对该幼儿园予以查处。
据了解，美兰区教育局对幼
儿园有审批权，但是没有执法
权，所以要向区里分管领导汇
报，并上报区政法委，协调卫
生，防疫，消防等部门联合执
法，对擅自在公园开办的幼儿园
进行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