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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省图书馆搞活动，扫二维码能免费读书？

省图辟谣：
未开展此活动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2 日讯（记者 孙春丽
文/图）近日，海口市民朋友圈开始流传一条
所谓的“省图书馆活动”信息，扫码即可加
入掌上图书馆免费看各类书籍。海南省图书
馆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已通过海南省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发布辟谣声明，澄清“免
费永久看各类书籍”的活动为虚假信息。

成自己的二维码，然后将自己的二维码转发
给爱看书的朋友或同学，五个人关注你，就
是人民藏书馆的会员，可免费永久看各类书
籍，此活动只有两天。
”
此信息在网上出现后迅速在海口市民的
朋友圈传开，许多市民网友因为对“省图书
馆”的信任而关注了该公众平台。记者通过
扫码关注该公众号，发现公众号的账号主体
是泰和县辉达电子商务工作室，并非海南省
图书馆。

网传省图搞活动
扫二维码能免费读书
10 月 12 日，海口市民符女士发现自己
的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着这样一条信息：“省
图书馆的活动，点开长按二维码，加入掌上
图书馆。进去点关注，然后点我的海报，生

省图书馆发公告辟谣
根本没有类似活动
难道省图书馆的活动还有假？10 月 12

日，记者就此事向海南省图书馆进行了求
证，结果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根本就没有发
布过类似的信息和活动，所谓的“掌上图书
馆”和他们没有关系，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也与省图书馆无关。此事曾有市民反映过，
他们也曾在公众号及微博等上发布了声明，
希望市民们认真甄别，不要轻信类似信息，
以免造成损失。
、
记者还注意到，实际上不光是海南省图
书馆，一模一样的信息近期在贵州、辽宁等
地也在传播，均是假借省图书馆的名义，全
都是打着“海量书籍免费阅读”
、“全民免费
阅读”等旗号，然而真正要想读书却有诸多
限制，例如阅读书籍还需要充值等。

微信截图。

销售无中文标签标识冷冻牛腩牛肚鸡爪

为资本讲述海南美丽乡镇的故事

《证券导报》推出
“百镇行”系列报道

海口美兰鑫大厨食品商行被罚 5 千元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2 日讯（记者 蒙健）
今年 8 月 1 日，根据省食药监局统一专项行
动部署，省食药监局稽查局与海口美兰区文
明东食药监所执法人员在对东门市场塘边路
检查时发现，美兰鑫大厨食品商行有销售进
口预包装冻肉的违法行为，现场查扣牛腩、
牛肚、鸡爪共计 387 斤，并立案调查。10
月 12 日，南国都市报记者了解到，因销售
无中文标签标识冻肉，美兰鑫大厨食品商行

首篇《石山镇》今日刊登

共发现的进口预包装冻肉共 387 斤，均没有
中文标签标识。据经营者杜某理称，该批进
口冻肉总货值 3500 元，已销售了 6 斤预包
装鸡爪，其现场无法提供上述进口预包装冻
肉的检验报告。
因销售无中文标签标识牛腩、牛肚、鸡爪
等进口冻肉制品，
近日，美兰区食药监局责令
美兰鑫大厨食品商行进行整改，依法对该商
行予以罚款 5000 元，
并没收违法所得 72 元。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2 日讯（证
券导报记者曾丽园洪佳佳）省第七
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吸引社会投资
高水平建设“美丽海南百镇千村”。
为更好地挖掘、宣介海南乡镇文化
和资源，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百镇千
村”，共建美好新海南，由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主办，
《证券导报》承办的
“百镇行”大型系列报道，
“为资本讲
述海南美丽乡镇的故事”的开篇特
刊——《石山镇》13 日将正式与读
者见面。
“百镇行”大型系列报道将聚
焦海南百个重点特色产业小镇，每
期用 16 个版的篇幅介绍一个重点
镇，包含乡镇经济数字、自然资
源、历史人文、地理规划、书记专
访、产业人物、产业布局及名企金
品等方面内容，为求全景式展现和
解读海南重点特色产业小镇的特色
资源、发展思路和投资亮点。
“百镇行”第一站走进全国特色
小镇、
海南首个互联网农业小镇石山
镇，
《石山镇》特刊报道内容翔实，图
文并茂，注重悦读体验，南海网“专
题”
栏目同步上线，
敬请读者关注。

销售药品和医疗服务收费未明码标价

上少儿春晚展“绝活”

海南地区优秀节目
征集展演活动启动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2 日讯（记
者 孙春丽）10 日上午，《2018·少
儿春晚》 海南地区优秀节目征集
展演活动在海口启动，即日起面
向海南地区青少年群体征集优秀
节目。该节目将于 2018 年 2 月 9
日至 2 月 14 日期间在 CCTV 新科
动漫频道播出。组委会要求，每
个节目保持在 10 人以上，时长不
超过 5 分钟。节目形式不限。

被罚款 5000 元。
据介绍，8 月 1 日，省食药监局稽查局
与文明东食药监所执法人员对东门市场进行
检查。在对塘边路的美兰鑫大厨食品商行检
查时发现，该商行经营者杜某理购进进口预
包装牛肚 （4302） 3 箱净重 92 斤，预包装
牛肚 （4488） 2 箱净重 80 斤，预包装鸡爪 1
箱 净 重 15 斤 ， 预 包 装 牛 腩 4 箱 净 重 200
斤，在其经营场所进行销售。经统计，现场

海口一社区卫生服务站被罚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2 日讯（记者 王子遥）
“普通药店 5 元就能买到的药，在这家卫生服
务站内购买的价格怎么就翻了几番呢？”日
前，家住海口市龙华区的贺先生反映，由于其
家里的老人生病，他在龙华区海垦街道滨濂社
区卫生服务站以 25 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盒诺氟
沙星胶囊。但随后他在秀英村村口的一家普通
药店内询问发现，诺氟沙星胶囊只卖 5 元一
盒。贺先生表示，卫生服务站内药品的售价存
在不合理且不透明行为，要求卫生服务站向其
支付 1000 元赔偿金。

接到市民反映后，海口市龙华区物价监督
检查局派岀检查组对滨濂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
了调查。据介绍，该卫生服务站当日共收取贺
先生 25 元费用，包括诊疗费 10 元、诺氟沙星
胶囊 1 盒，价格为 15 元。据物价部门工作人
员介绍，诺氟沙星胶囊销售价格执行市场调节
价，具体销售价格由经营者自行制定，服务站
制定该药品售价 15 元属合理范围。检查过程
中，检查组发现滨濂社区卫生服务站存在销售
药品和提供医疗服务收费不明码标价等价格违
法行为，当场对其做出处罚 600 元的罚款。

关注水环境治理

臭味儿没了，水更清了！
红城湖夕照。
红城湖夕照
。通讯员龙泉摄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2 日讯（记者 田春
宇 通讯员 林先锋）
“现在水里异味情况明显
改善，不像以前，有时候臭得都不敢带孩子
来这边散步，现在只要不下雨，我们每天都
会来这边散步。”家住海口红城湖路的蒋女
士，对于红城湖水质的变化有着直接的体
会。在红城湖水由浊变清、异味消除的背
后，是海口市琼山区大力“治水”的精心付
出，得力治水举措。
响水河（含龙塘水）、红城湖、道客沟、河
口溪，是海口市 31 个水体水环境整治的重
要组成部分，尤其红城湖位于居民区，与市
民息息相关，
治水势在必行。
“‘治水’
的第一

海口琼山水体水环境治理成效初显

步就是截污，
污水截不住，
怎么治都不行。
”
琼
山区水务局局长陈在红介绍，仅为了摸清红
城湖的污水来源，琼山区就花了 4 个月的时
间专门对红城湖污染源进行全面排查，
并边
排查边施工，
对红城湖周边污染源进行截流。
同时，琼山区组织对包括红城湖在内
的 4 个水体进行全面“体检”，对企业偷排
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并媒体曝光，通过摸清
污染源，控制外源污染物直排入河，完成截
污 137 个污水口，有效解决污水直排带来
的污染问题。此外，清淤也是治水的重要一
环，在淤泥堆积的“重灾区”红城湖，施工人
员共清淤 20 多万方，让这里的水质有了明

显好转。
据了解，
自今年启动城镇内河（湖）水污
染治理三年行动以来，目前已投资 1.1 亿
元，总共清淤 20 余万方，清理垃圾 5360 立
方米，清理水葫芦约 8 万平米，上净化处理
设备 4 套，日处理污水 4 万方，完成截污 137
个污水口。对响水河（含龙塘水）、红城湖、
道客沟、河口溪实施水体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截污、清淤、补水、亮化、生态修复
等长短结合的治理措施已初显成效。
在治水的过程中，
琼山区积极打击水环
境违法行为。对水体沿线错排乱排污水行
为及时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督查整改，今年

以来已下发整改通知书 39 家，已整改完毕
单位 29 家，10 家属于老城区雨污分流或片
区污水排入的，及时通知 PPP 桑德公司做出
截污处理，确保水体治理不受二次污染。
如何确保水体质量问题不反弹？这就需
要稳定的长效管控机制。为此，琼山区全力
推行
“河长制”举措，
并建立了水环境治理项
目保障制度和联合执法制度。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成 4 个水体点
源污染的全部截污工作并加大对面源污染
的整治力度，
控制河道两侧的污染源。加快
实施水体示范段工作，为以后治理水体打下
坚实基础。”陈在红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