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是世
界无车日 今起三天刷卡乘这两路公交，免费！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

姚传伟）9月 22日是世界无车日。
海南一卡通联合海口公交集团、海
口六龙观光巴士有限公司联合发起
绿色出行活动，22日至24日，海
口24路车（海甸一西路至狮子岭

工业园）和52路车（皇冠酒店至
东湖海府路口）两条公交线路刷卡
可免费乘坐。

除了两条刷卡免费乘坐的公交
线路，从22日起，海口21路（美
兰机场至白沙门公园）和41路（美

兰机场至东方洋）也新增了刷卡乘
车业务。截止目前，海口84条公交
线路和6条旅游公交线路中，已有
83条线路安装了公交卡刷卡机，覆
盖了该市92%的公交线路。

另外从9月起，海南一卡通已

发起了部分公交线路半价乘车的绿
色出行活动。9月份刷卡半价线路
为4路车、游1全程以及游2、游
3、游4、游5、游6的市内线路。
提醒市民，更多详情可拨打海南一
卡通客服热线963001咨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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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媒体先后报道了海口市多家集中
消毒餐饮具企业存在消毒水、洗碗水不经常更
换等问题，对此，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
同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全省57家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和部分使用集中消毒餐饮
具的餐馆进行了认真排查摸底，针对存在影响
卫生安全的问题，拟定了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
和餐馆使用集中消毒餐饮具的“必做清单”和

“禁做清单”，并印发企业和餐馆执行落实。5
月、6月和8月，我局对餐馆使用的集中消毒餐
饮具进行了抽检，合格率分别为 78.95％、
83.82％、90.48％，卫生质量逐步提升。为更好
地维护广大消费者使用集中消毒餐饮具的卫生
安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全省集中消毒餐饮具单位和使用集中
消毒餐饮具的餐馆必须按“必做清单”和“禁做
清单”进行整改（见附件1-4）。

二、我局将每月在餐馆抽检集中消毒餐饮
具，并公布检验结果。各餐馆只能从公布的合格
产品名单中选购集中消毒餐饮具（见附件5）。对
使用不合格餐饮具的餐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
依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
定，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三、未列入已公布合格产品名单的餐饮具集
中消毒单位按照“必做清单”和“禁做清单”整改
后，须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对产品进行检验，产
品合格后方可申请列入公示合格产品名单。

四、请消费者在使用集中消毒餐饮具时，查
看餐馆的消毒餐饮具合格证和保质期，发现餐
馆提供不合格集中消毒餐饮具的，可拨打
12331举报，一经查实，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年9月21日

附件1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必做清单”
一、必须保证生产车间30米的范围内无开

放式厕所、禽畜养殖场、垃圾场、粉尘、有害气体
等污染源存在。

二、必须设置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包装车间，
每次使用前30分钟开启紫外灯等空气消毒设
备进行消毒。

三、必须在包装车间入口处设置通过式预
进间，包装工作人员更衣、洗手、消毒后方可进
入车间。

四、必须组织从业人员每年体检1次，获得
有效健康证明方可上岗。

五、必须在消毒前对餐饮具实施除渣、去
油、浸泡、冲洗的预处理。

六、必须将预处理后的餐饮具在含氯消毒
液里浸泡5分钟以上。

七、必须严格执行餐饮具消毒卫生安全规
定。冲洗用水温度须保持在60～80℃；蒸汽式高
温消毒隧道须保证温度在100℃以上，消毒时间
在10分钟以上；电子管发热式高温隧道须保证
温度在250℃以上，消毒时间在2分钟以上。

八、必须在消毒后的餐饮具独立包装上标
注企业名称、地址、联系电话、消毒日期、保质期
等内容。

九、必须配备表面清洁度检测仪等检验设
备，对每批次产品进行抽检，并出具合格证。

十、必须每月至少向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
机构送检产品1次，按照GB14934对感官指
标、理化指标、大肠菌群和致病菌进行检测。

十一、必须使用密闭车辆配送消毒餐饮具，
用前要清洗消毒。

十二、必须使用有盖垃圾桶封闭存放垃圾，
每班次下班前清理干净。

十三、必须保持车间清洁，每天对玻璃门窗
和墙裙清洗，每周对厂区周围环境进行“四害”
杀灭。

十四、必须建立台账、留存单据，如实记录
洗涤剂、消毒剂、包装膜等原料采购日期、数量、
品种、规格、生产商及消毒餐饮具销售日期、数
量、规格、用户等信息。
附件2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禁做清单”

一、不准使用有毒有害、来历不明、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洗涤剂、消毒剂、包装膜及餐饮
具存放容器等。

二、不准在清洗线上放置个人用品。
三、不准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容器盛装已

消毒餐饮具。
四、不准从业人员带病上岗和佩戴饰物进

入消毒、包装车间。

五、不准出售无有效合格证明的餐饮具。
六、不准配送包装破损、被污染、损坏的消

毒餐具。
七、不准与消毒餐饮具同车混载有污染性

的物品。
附件3 餐馆使用集中消毒餐饮具“必做清单”

一、必须从省食药监局公告的合格名单中
采购消毒餐饮具。

二、必须指定一名监管员，负责消毒餐饮具
的验收、登记、发放等管理。

三、必须当场验收每批次的消毒餐饮具，按
总量1%～2%的比例，抽样检查产品包装密封
性、感官品质、标签是否合格。

四、必须设置封闭专间存放未使用的消毒
餐饮具。

五、必须设置专门区域存放使用过的餐饮具。
六、必须每天对餐饮具存放专间、专门区域

清洁1次，每周消毒1次。

七、必须如实记录所购的每批次消毒餐饮
具生产单位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生产
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

八、必须留存消毒餐饮具供货方的每批次
送货单及产品合格证明。
附件4 餐馆使用集中消毒餐饮具“禁做清单”

一、不准在公告的合格企业名单之外采购
集中消毒餐饮具。

二、不准接收送货单无公章、无合格证明的
消毒餐饮具。

三、不准在消毒餐饮具存放专间放置其他
物品。

四、不准将未使用和使用后的消毒餐饮具
同区域混放。

五、不准向消费者提供包装破损、有污渍、无
生产日期、无合格证明、超保质期的消毒餐饮具。

六、不准虚假登记或不登记每批次消毒餐
饮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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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止使用不合格集中消毒餐饮具的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产品名称
海口双喜乐餐饮具
海口福乐康餐饮具
海口金椰康餐饮具

海口金椰福康餐饮具
海口康乐福餐饮具
海口羽潔餐饮具

海口康美洁餐饮具
海口飞语餐饮具

海口鑫心可餐饮具
海口鑫鸿达餐饮具
海口兴泰康餐饮具
白沙新雅洁餐饮具
保亭保洁餐饮具
保亭康美餐饮具
昌江美洁餐饮具

澄迈乐嘉乐餐饮具
澄迈颖川餐饮具

澄迈康乐福餐饮具
澄迈益康餐饮具
澄迈洁邦餐饮具
儋州绿洁餐饮具

儋州喜刷刷餐饮具
定安保食洁餐饮具
东方康洁餐饮具

东方喜乐多餐饮具
乐东嘉洁餐饮具

序号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产品名称
乐东永康餐饮具
乐东和康餐饮具
乐东康加餐饮具
临高百岁餐饮具
陵水康洁餐饮具

琼海富贵人餐饮具
琼海惠你康餐饮具
琼中福康餐饮具

琼中洁尔康餐饮具
三亚德益餐饮具
三亚民心餐饮具
三亚佳洁餐饮具
三亚民康餐饮具

三亚恒宝利餐饮具
三亚康兴餐饮具

三亚乐尔康餐饮具
屯昌洁宝餐饮具
万宁兴洁餐饮具
万宁万安餐饮具
万宁万滨餐饮具

万宁乐尔康餐饮具
万宁力洁餐饮具
文昌永发餐饮具

五指山万家洁餐饮具
洋浦康益餐饮具

洋浦福尔康餐饮具

附件5 2015年8月从餐馆抽检集中消毒餐饮具合格产品名单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
者石祖波通讯员陈冰陈思国） 20
日下午，陵水黎族自治县召开全县
领导干部大会。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经省委研究，不再保留海南国

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党工委、管委
会正厅级机构规格。

省委决定，新任中共陵水黎族
自治县县委委员、常委、书记麦正
华，兼任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据了解，为理顺海南国际旅游

岛先行试验区管理体制，加快先行
试验区建设和发展，经省委研究，不
再保留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党

工委、管委会正厅级机构规格，海南
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党工委、管
委会调整为陵水县委县政府所属的
正处级机构，与陵水县委、县政府合
署办公，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

不再保留正厅级规格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
党朝峰）环境保护部近日向媒体通
报了21件2015年上半年典型违法
案件情况，海南盈涛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澄迈老城污水处理厂）被澄
迈县环保局对企业罚款4.3396万
元，并责令限期整改。

据悉，盈涛水务有限责任公
司被通报：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
物，监测结果显示COD超标1.73
倍，氨氮超标4.25倍；该厂出水
监督性监测结果表明其出水总磷
长期超标1倍以上。在线监测数据
造假，排放口取样监测结果表明

污水超标排放，但在线数据显示
COD、氨氮浓度分别为 24.7mg/
L、3.58mg/L；污染处理设施运行
不正常。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
首民介绍，《环境保护法》实施以
来，各级环保部门不断加大执法力

度，重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现将
上半年环保部门检查中发现的21
件典型环境违法案件向社会公开通
报。其中，涉及偷排偷放 11件、
超标排放15件、伪造篡改环境监
测数据3件（部分案件涉及2个以
上违法行为）。

环保部通报上半年典型环境违法案件

海南盈涛水务公司
超标排污被罚4万多元

省本级社保业务申报
10月受理时间调整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孙
学新）记者今天从省社保局获悉，因
10月份国庆节放假，省本级各项社
保业务申报受理时间均作出调整。

调整后，单位参保人员增减变动
及缴费申报 （申报期）办理时间为
10月8日—10月19日；单位参保信
息变更办理时间为10月8日—10月
25日；单位转个人续保、个体缴费
变更缴费险种办理时间为10月12日
—10月25日；单位初次参保登记办
理时间为10月8日—10月25日；单
位分立、合并、变更、注销登记办理
时间为10月8日—10月25日；参保
人员信息变更办理时间为10月8日
—10月25日。

省社保局提醒，10月1日至19
日，各单位可以自网上申报系统正常
申报。其他各类业务需遵照以上时间
到办事大厅办理，逾期不受理。

我省未来几天
北部西部有雷阵雨

南国都市报9月21日讯（记者徐
善应 通讯员张亚郭冬艳）省气象台
预计，本周自22日起全岛天气总体
较好，气温适宜。

陆地方面：22日～25日，受偏
南气流影响，全岛多云，其中东南
部地区有小阵雨，北部和西部的内
陆地区午后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最
高气温31～34℃。26日～27日，受
南海辐合带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
全岛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
阵雨；最高气温略有下降。

海洋方面：21日～27日，我省
各预报海区风力5～7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