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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撤销 8 棚改项目

包括:石山镇墟、永兴镇墟、儒益片区、海甸溪南岸西段、三
丹村、红城湖延长线片区、大英村、海甸溪北岸西段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者 胡诚
勇 实习生崔阳）10 月 11 日，记者从海口市
政府获悉，根据城市更新工作部署，海口决

正宗陈氏太极拳
助力戒毒人员康复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
者 王燕珍 通讯员 马骁 ）10 月 11
日，海南省琼山戒毒所海南戒毒模
式第八期集中教育班的 90 名戒毒
学员在 2 名太极拳老师的指导下，
正
在聚精会神地打着太极拳，
2 名指导
老师来自海南省陈氏太极拳协会。
据了解，自 9 月份以来，省琼山
戒毒所聘请了专业机构海南陈氏
太极拳协会的陈冠瑾会长为场所
客座教授，来所定期指导集中教育
班戒毒人员的康复太极拳训
练。
太极拳做为海南戒毒模式教
学训练科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戒
毒人员的体质恢复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现在更成为省琼山戒毒所
戒治康复工作的一大亮点。

定对棚改项目推进时序进行调整，对列入
2016 棚改计划但未启动的石山镇墟、永兴
镇墟、儒益片区、海甸溪南岸西段、三丹村、

红城湖延长线片区、大英村、海甸溪北岸西
段 8 个项目予以撤销。目前，规划、建设管
理部门正按正常程序恢复建设管理活动。

“海口环卫之星”登公交站广告牌

16 名环卫工成街头明星

500 人坚守排险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
者 王忠新 ）近两天的持续强降雨
天气，给万宁市的水利设施带来了
损害。10 月 10 日上午 7 时许，位于
南桥镇的新风水库坝体出现浅层
滑坡。发生险情后，万宁市立即组
织 南 桥 当 地 抢 险 应 急 队、乡 镇 干
部、村“两委”干部、民兵预备役以
及部队官兵共 500 余人赶赴现场，
顶风冒雨对大坝进行加固和防护，
确保大坝安全。
当日，水利专家、部队官兵和
有关部门赶到现场参加抢险，抢险
队伍优先确保村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迅速组织村民有序转移。在塌
方点扩大之前，装运沙石袋填堵塌
方，及时控制险情。
记者现场看到，500 名抢险人
员被分组分工，实行轮换，加盖布
料和填埋沙袋的工作井然有序。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
者 王燕珍）10 月 10 日上午 10 时，
澄迈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召开新闻
通气会，通报近期交警部门“降事
故保平安”的专项工作战果。
据 介 绍 ，结 合 辖 区 国 庆 中 秋
“两节”期间工作要求，澄迈交警加
大辖区重点企业、重点车辆的交通
安全管理，特别是在金江城区加强
“ 三驾、三乱”专项整治，确保“ 两
节”期间形势平稳。

一名涉危险驾驶罪
网逃人员主动归案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者田春
宇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海口一
男子醉驾摩托车与出租车相撞，导致自己
受伤，但伤好后他却拒绝到案并潜逃。海
口公安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组建追逃专
班，充分采取工作手段，摸排线索信息，
不断加大事故追逃工作力度，近日迫于压
力，该男子近日自首。
事故发生在 2015 年 9 月 15 日 23 时
45 分 。 当 时 林 某 昌 醉 酒 驾 驶 一 辆 琼
A02**3 套牌二轮摩托车，途经凤翔路南
海商务酒店路段，与一辆琼 A4**02 出租
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林某昌受伤住院治
疗。由于林某昌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于
当年 9 月 25 日刑事立案，因其头部受伤
同日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林某昌在取
保候审期间，多次传讯未到案。专案组民
警主动协调多警种，联合展开追逃抓捕行
动，并多次赶赴其住址，对其家属进行政
策宣传教育，督促其归案。
今年 10 月 8 日，林某昌迫于压力，
主动到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投案自首。

共同开发新品种蔬菜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者 胡诚勇
实习生崔阳 文/图）近日，市民游客应该会注
意到，在海口多条主要道路的公交车站公益
广告橱窗上赫然出现了环卫工人的身影。

据悉，他们都是海口环卫局评选的环卫
之星。该评选活动计划推出 50 名
“海口环卫
之星”
，
现已推出 35 名，
设 16 个公益广告橱窗
进行展示，
此举在海南省乃至全国尚属首次。

琼中多部门联合执法

查处假冒“琼中绿橙”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林学健）真正的琼中绿橙还未上市，
可
已有不法商贩假借
“琼中绿橙”
之名在路边售
卖。近日，
为维护
“琼中绿橙”
品牌，
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打击假冒“琼中
绿橙”
售卖专项行动，
查处一批
“李鬼”
。
10 月 3 日下午，由琼中农业、工商、交管
等部门组成的专项检查执法小组，沿路走访
了海榆中线（琼中县营根镇至湾岭镇段）绿橙
经营摊点等，
对绿橙的来源、相关营业执照等

进行详细检查，并对公路两旁占道售卖的摊
主，
进行整改教育和要求摊主立即撤离。
“‘琼中绿橙’尚未开园上市，路边所售
均不是真的‘琼中绿橙’，消费者要注意，以
防上当受骗。”县农业局相关负责人廖孝文
介绍说，
“ 琼中绿橙”正式上市后，相关部门
会给正规销售点发放农药残留检测证书，另
外琼中绿橙包装箱上也有二维码，市民用手
机微信扫描就可知晓正宗“琼中绿橙”的种
植地、生产者、检测结果等信息。

棚户区改造:“城市伤疤”到“城市新地标”
澄迈交警加强
重点运输企业管理

海口加大交通事故追逃力度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与热科院签协议

海口环卫之星钟赛珠。

万宁新风水库坝体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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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港村旧貌换新颜

据悉，过港村位于海口市东
北部，东临新安村，西接一庙，北
靠海甸岛，南向海甸溪。
变化开始于 2008 年，那一
年政府在此处启动了旧城改造，
此后这里一天变一个样。随着一
片片城中村老旧民居的倒下被高
层楼房和大型商业中心代替，海
口这座城市正在一天天朝着“更
精更美”的目标靠近。
南国都市报记者 汪承贤 摄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 （记者 王子
遥） 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获悉，10
日下午，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与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签订框架协议，双方将重点
在海口市菜篮子基地展开有机绿色高端产
品开发和农旅开发等领域的相关合作，共
同开发夏秋叶菜新品种，种植药食同源的
芳香类功能性蔬菜。
据介绍，双方合作内容包括优质品种
的引种试种与推广示范、栽培新技术研发
与推广应用、农产品深加工、人才培养与
管理支持、农产品安全技术支持等方面。
将重点针对海南高温、多雨、病虫害高发
这一自然气候条件下特色叶菜品种的选
育、驯化、引种与试种，开发夏秋叶菜新
品种。

海南省主要副食品价格公布
采价时间：2017 年 10 月 11 日 单位：元/斤
商品名称 规格、等级 平均价格 日环比
鲜猪肉 肋条肉
12.16 0.00%
鲜猪肉 精瘦肉
17.48 0.00%
鲜羊肉 新鲜带骨
43.6 1.30%
鲜牛肉 新鲜去骨
45.05 0.18%
鸡肉
白条鸡、开膛、上等 16.88 0.00%
鸡蛋
新鲜完整 鸡场蛋
6.1
0.00%
带鱼
冻 250克左右
22.98 1.77%
青椒
新鲜一级
4.4
0.46%
尖椒
新鲜一级
4.46 -0.89%
芹菜
新鲜一级
4.82
1.69%
油菜
新鲜一级
4.03 -3.12%
圆白菜 新鲜一级
2.54 0.00%
豆角
新鲜一级
3.86 2.12%
韭菜
新鲜一级
3.68 5.14%
西红柿 新鲜一级
4.31
0.00%
胡萝卜 新鲜一级
2.89 -1.03%
土豆
新鲜一级
2.75
0.00%
大白菜 新鲜一级
2.47
0.00%
蒜苔
新鲜一级
5.58 -0.89%
冬瓜
新鲜一级
1.93
0.00%
苦瓜
新鲜一级
4.38
-1.13%
空心菜 新鲜一级
2.61
-1.14%
地瓜叶 新鲜一级
2.58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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