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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月28日讯（记者
王小畅 实习生谢宝卿）木瓜遭了台
风，亏了；改种线椒过渡，竟长成了市
场不收购的“卷椒”，海口市三门坡镇
一农户损失惨重。该农户怀疑线椒
使用了“问题”农药被药“害”了。

疑所用农药致辣椒“变形”
“顾客问我这些辣椒是哪里捡来

的‘垃圾’，听到这句话我当时就想哭
了。”李女士回忆起几天前，为了补贴
家用，运了30斤的辣椒到府城南北
水果市场零售遭遇奚落的情景，心里
憋着一肚子的苦水。

顾客这样的奚落并不是无中生
有，李女士种的线椒不是直形的，而
是卷曲起来的，这种形状的线椒商家
不会收购。

为什么线椒会长成不被收购的
卷曲形状呢？李女士认为这和他们
去年12月下旬打的农药有关。

27日上午，南国都市报记者来
到三门坡镇鸿禧村，李女士夫妻在此
租了23亩土地种植线椒。现场记者
看到，这片辣椒地只有一小块地长势
不错，辣椒植株上开出了许多小花，
结果也比较正常，叶子也是深绿的，
与另一大片长势发黄的辣椒地形成
了明显的对比。

李女士的丈夫覃先生双手拿着
这两片地上长出的辣椒，左手的卷曲
变形、右手的为直线形。覃先生称，
卷曲变形的是那片发黄的辣椒结的，

约有20亩地。他们从去年9月份开
始栽种，11月下旬开始结果，第一次
采摘了几百斤，第二次1千多斤，第
三次产量也在增加，可采摘了一个月
左右的时间，情况却发生了逆转。

“以前有些辣椒黑头，拿出去卖
人家嫌弃，我就到农药店让老板娘配
药。”覃先生摘了有问题的辣椒带到
谭文镇的一家农药店咨询，店家给他
配了5种农药。去年12月27日左
右，他们根据店家的指导，将农药打
在20亩辣椒地上，可才过几天，这些
施了农药的辣椒就出了状况。

覃先生称，他们发现辣椒出现卷
叶子、不开花、卷曲的问题后，请来农

药店的负责人到地里检查，对方称是
天气问题，因为月初连续下雨。15
日，他们接到该店负责人的电话，说
是所配的农药中有一种有问题，产家
已经把产品回收并承诺要给予赔偿。

“他们说每亩赔600元，这都不
够租地钱，我们没办法接受。”覃先生
称，由于施药后的问题使用了急救药
也没能解决，认为辣椒已经没用，也
放弃了管理。

农药经销部：
该农药已经被收回

那么，覃先生的辣椒是不是因为
农药导致的问题呢？当天下午，记者

来到三门坡镇谭文一家农药经销部，
覃先生就是在这里购买的农药。

该农药经销部负责人介绍，去年
11月份，他们进的第一批维某某牌的
枯草芽孢杆菌没有问题，药也很好。
可是去年12月下旬进来的第二批货，
农户打了以后就出现问题了，她不知
道是工艺上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
题。出了问题以后，药就被收走了。

该负责人交代，有7农户从该店
购买该牌农药使用后辣椒出现了问
题，大部分用了急救药已经解决问
题。经销商也给了受损的农户按每
亩600元赔偿，不过覃先生家的情况
比较重，双方还没有协商好。目前，
经销公司一名袁姓工作人员正在处
理这件事情。

农业部门：
发生药害要及时报告

27日上午，琼山区农林服务中心
的专业人士也来到该辣椒地进行了
解。该中心农艺师吴乾星表示，发现药
害要在施药后七天内向农业部门报告，
技术人员会及时过来调查药害情况。
但现在时间过得比较久了，农户也放弃
了管理，调查是比较困难，他们现在只
能根据现有的情况，拿回去做鉴定调查
一下。

对于补救的措施，吴乾星建议，
农户可尝试加强水肥管理，施用叶面
肥氨基酸助它生产。并提醒要选用
有三证登记的农药，不要买试验药。

线椒打了农药后
咋就变“卷椒”了
市场不收购，三门坡一农户疑被农药“坑”了

省考试局提前发布
艺术类专业考试成绩

南国都市报 1月 28日讯（记
者 许欣）省考试局今天发布公告
称，2015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艺
术类专业考试成绩核算工作已顺
利结束，凡参加该考试的考生，均
可通过登录窗口登录查询系统，按
提示输入自己的报考卡号及姓名，
查询自己的艺术类专业考试成
绩。这比原计划发布艺术类专业
考试成绩的时间有所提前。

据了解，到省外学校参加“校
考”的考生，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
自行打印“省级统考”的成绩单，持

“海南省艺术类专业全省统一考试
成绩单”到省外学校报名参加“校
考”。取得省外学校“校考”合格资
格考生的普通高考全国统一考试
成绩，省考试局将在高考成绩公布
后给有关学校寄发考生各科成绩
的标准分和原始分以及基础会考
成绩的10%，供学校审查录取。

草莓采摘安全引关注
海口针对草莓采摘地检测农药残留

南国都市报1月28日讯（记者
孙学新）最近几日，三亚一块草莓
地的草莓样品被检测出常规农药敌
敌畏和丙溴磷疑似超标，被农业部
门要求停止采摘并清查农药，引起
了多方关注。当前正值草莓采摘旺
季，为了确保安全，海口市农业局
从28日起派出流动检测站，对海口

草莓采摘地的草莓进行农药残留检
测，检测结果近日将公布。

海口市农业局总农艺师王宙介
绍说，海口市每个村委会都有农药
残留检测员，每当瓜果蔬菜上市之
前，农药残留检测员负责到瓜果生
产基地进行检测，另外还对是否使
用禁用有毒农药进行检查。市里每

个季度也会委托第三方即热科院的
热带农产品检测中心到田间地头进
行检测。另外，市里每个月也会对
100种以上的农产品进行抽检。如
果检测出农药残留超标的情况，会
禁止瓜果上市，并进行销毁。

“这些程序统称例检，对一些
采摘基地，我们也会进行例检。”

王宙说，但海口草莓种植面积不
大，所以并未要求将检测数据上
报，因此不排除有漏检的情况。针
对三亚草莓被检测出常规农药疑似
超标事件，海口市农业局从28日
起，派出流动检测站，对全市的草
莓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定性快速检
测结果将在近日公布。

我省市场监管方式由“巡
查”迈向“抽查”

琼海28日首次摇号
抽查262户市场主体

南国都市报 1月 28日讯（记
者 林文泉 实习生 李美婷 通讯员
姚嘉）28日上午，在海南省工商局
有关负责人、琼海市政府有关领导
以及公证机关、企业、行业律师和
媒体各方代表的共同监督下，琼海
市工商局启动市场监管摇号抽查系
统，现场摇号，从琼海市符合存续
条件市场主体中随机抽取262户市
场主体进行检查，其中企业 48
户、农民合作社4户、个体工商户
210户。据悉，这是我省商事制度
改革以来，首次以摇号方式对市场
主体进行抽查监管。

据了解，琼海市工商局为体现
公平规范、科学合理，此次抽查通
过电脑摇号系统按照1%的比例抽
取企业进行检查。同时，通过摇号
系统随机抽取2名检查人员对应检
查1个市场主体，检查人员和市场
主体对应随机组合。

摇号抽取结束后，检查人员在
领取抽查名单后15个工作日内对
被抽查的市场主体进行检查。重点
检查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商
标违法行为、广告违法行为、合同
违法行为等。

南国都市报1月28日讯（记
者 王洪旭 实习生 吴娟娟）自25
日，“万名女性乳腺癌、宫颈癌筛查
大型公益活动”启动以来，女性只
需花100元，就能筛查乳腺癌或宫
颈癌，主动前往医院筛查的女性也
增多了1倍，也有患者及时检查出
病症，并做了手术治疗。

“姚贝娜去世，引起了很多年
轻女性关爱自己的乳房，加上我们
推出这一优惠活动，前来筛查‘两
癌’的女性，比平时增加了 1 倍
多。”据海南现代妇婴医院乳腺科
副主任医师王蕴新表示，该活动启
动后，每天医院门诊比平时多接收
了四十多位病人，患者的保护意识
逐渐增强。

王蕴新说，就在26日，接收了
一位乳腺增生的患者杨女士，杨女

士七年前发现自己得了乳腺增生，
但由于经济困难一直拖到现在才
进行治疗。确诊之后，杨女士于
28日上午做切除肿块手术，目前
正在医院治疗。

乳腺增生转化为乳腺癌的可
能还是有的，所以以下患者要注
意。尤其是：绝经期比较早的患
者、有家族遗传史的患者、来月经
晚且绝经早的患者、哺乳期和没有
哺乳的患者。

据介绍，乳房自我检查的最佳
时间通常是月经来潮后第9～11
天。因此时雌激素对乳腺的影响
最小，乳腺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容
易发现病变。通过自检发现有乳
腺增生时也不必紧张，因为乳腺增
生并不等于癌前期，但也不可麻痹
大意，仍应坚持经常自检。

据了解，即日起至2月15日，
凡参加“万名女性乳腺癌、宫颈癌
普查大型公益活动”的广大女性朋
友只需支付100元，用于救助乳腺
癌、宫颈癌贫困患者，即可在海南
现代妇婴医院或海南现代妇女儿
童医院享受乳腺癌筛查套餐（项
目：乳腺检查、乳腺四维彩超或乳
腺钼靶，原价：278元）或宫颈癌筛
查套餐（项目：妇科检查、白带常
规+细菌检查、HPV16、18 型、
TCT，原价：303元）一份。

通过本次乳腺癌、宫颈癌筛查发
现乳腺癌、宫颈癌的贫困患者，或之
前已经检查发现乳腺癌、宫颈癌却因
治疗费用问题未进行治疗的贫困患
者，可以向海南现代妇婴医院申请

“百万基金”免费救助。体检报名、援
助热线：66765555、66666673。

万名女性参加“两癌”筛查：
学会自检 您能及时发现乳腺病

？

两路公交线路停运
交通部门迅速协调

南国都市报1月28日讯（记者
姚传伟）28日上午9点30分，海口市
21路、41路两条公交线路12辆公交
车聚集在美兰机场公交站停运。

经了解，21路、4l路两条线
路为公交集团外包线路。该线路
目前由使用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
的车辆营运，由于近年来液化天
然气价格不断上涨，加上国家没
有天然气公交车辆补贴，燃料成
本增加，经营压力加大。

收到停运报告后，海口市交通
管理部门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与经营者沟通，听取诉求。经协
调，停运车辆已于12点40分陆续
恢复营运。对有关诉求，海口市交
通管理部门正加大力度协商解
决。停运未对机场周边道路交通
造成影响。

左手是卷曲的线椒；右手是正常的线椒。南国都市报记者王小畅摄

海甸五西路椰子树
为配合修路“搬家”

南国都市报1月28日讯（记者
王天宇）近日，有海口市民向南国
都市报记者反映，海甸五西路绿化
带里的椰子树不知道为什么被移走
了。对此，记者从海口市园林部门
了解到，为了配合市政修路，暂时
将部分椰子树迁移。

26日上午，记者从人民大道
左转进入海甸五西路后看到，其绿
化带上被挖了多个大坑，而海昌路
口附近的椰子树被挖走的较多，粗
略数了一下绿化带上有八、九十棵
椰子树被挖走。而记者注意到，海
甸五西路另一侧的道路上正在封闭
施工，但是绿化带上的椰子树并没
有被挖走。“好好的椰子树被移走
了真是可惜。”据附近市民介绍，
就算是修路也不能破坏这么多椰子
树啊，这些椰子树栽了很多年了，
已经长得这么茂盛。

随后，记者从海口市园林部门
了解到，移植这些椰子树是为了配
合市政修路，等路修好后部分椰子
树还会被移植回来。届时海甸五西
路上的公交车站点将被拓宽，等道
路改造完工后，没有被破坏的绿化
带上还会重新种上椰子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