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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平价菜春节“不打烊”，蔬菜储备超 1500 吨

7 种菜调整为“两元菜”
南国都市报 2 月 12 日讯（记者 王子
遥）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集团了解到，为
应对春节期间的保供稳价，该集团及时增
加蔬菜的储备量，加大岛外蔬菜的调运力
度。截至 11 日，该集团冷库储备蔬菜约
850 吨，仍在运送途中的蔬菜约 650 吨，
确保春节期间蔬菜调运储备量在 1500 吨
以上，其中“一元菜”储备量在 300 吨以
上。同时，针对近期省内叶菜价格有所上
涨的情况，该集团还将基本菜中的 7 种蔬
菜调整为“两元菜”，具体为菜心、外地生
菜、上海青、本地小白菜、地瓜叶、空心菜
及茄子。菜篮子
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各类平价菜
将严格执行检测，
为海口市民把好
食品安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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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督导组对我省价格市场展开巡查，要求抓好节日期间监管工作

严查虚构原价、价格欺诈等行为
南国都市报 2 月 12 日讯（记者 王子
遥）记者从省物价部门获悉，国家发展改
革委价监局督导组于日前深入海口、三
亚两地部分超市卖场、白酒经销店、汽车
客运站、火车站及景区景点等，对明码标
价、价格水平及价格政策执行情况进行
了多项督导巡查，要求我省全力抓好节
日期间价格监管工作。
在海口、三亚两地超市卖场，督导组
除查看普通商品的标价情况外，还重点
查看了促销商品标价以及烟酒类商品的
价格情况；对于近期全国范围内价格显

著上涨的茅台酒等产品，督导组也前往
该品牌白酒经销商处，就近期价格及库
存等情况向经营者进行了详细了解；在
汽车客运站、火车站，督导组重点查看了
价格标示、价格政策及优惠政策的执行
情况，并对退票政策标示工作提出指导
意见，要求经营管理者除现行的在 LED
屏滚动播出相关政策的方式外，在退票
窗口显著位置放置退票及费用政策，使
购票者可以一目了然获知相关信息；在
景区景点，督导组要求经营者建立退票
制度，并在显著位置公示退票政策及可

海口

海口环保局公布一批环境违法案件

新增改造 75 台变压器

海南英利新能源公司
超标排废气被罚 40 万
南国都市报 2 月 12 日讯（记者 党朝峰）
日前，
海口市环保局公布一批环境违法案件，
其
中处罚金额最高的为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因废气超标排
放，被责令立即停止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违法
行为，并处以 40 万元罚款。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超标排放污
水，被处罚 296791.6 元罚款。此外，该医
院因噪声超标排放整改后依然超过国家规定
排放标准，被处罚 2 万元。
海口天福泉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的不锈
钢制品加工厂因需要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未
经验收，项目已擅自投入生产，被处罚 6 万
元，同时责令该公司停止不锈钢制品加工厂
项目的生产。
海南恒宝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经营的混
凝土搅拌站项目擅自设置污水排放口，将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直接排入外环境，实施
了私自设置排污口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
污染物，被处罚 10 万元，并责令立即拆除
私设排污口。

海口新钰钢材有限公司经营的钢材生产
项目需要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擅
自投入生产，被处罚 2 万元，并责令停止钢
材生产。
海南乐生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的海南爱肾
肾病医院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
擅自开工建设，被处罚 25 万元，并责令立
即停止该医院项目的建设。
海南观澜湖酒店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污
水，被处罚 2905 元。
海南省美兰监狱因排放污水中磷酸盐超
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整改后仍未改正，
被处罚 9688 元。
海南盛鑫混凝土配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
的混凝土搅拌站项目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
治扬尘污染，被处罚 10 万元。
海南众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医疗器械
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
工建设，被处罚 27000 元。
海口金正大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悬
浮液体肥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

保障春节用电

批准，擅自开工建设，被处罚 12 万元。
海南洁岛废矿物油回收有限公司的废矿
物油回收项目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将所
收集的废矿物油（属危险废物）跨省转移，且
已将 118.93 吨废矿物油用集装箱载运至集
装箱码头，实施了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
物的违法行为，被处罚 20 万元。
海口万拓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的环保服务
项目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将所收集的废
矿 物 油（属 危 险 废 物）跨 省 转 移 ， 且 已 将
75.845 吨废矿物油用集装箱载运至集装箱
码头，实施了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
违法行为，被处罚 20 万元。
海南椰家豆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噪声超标
排放整改后仍超过排放标准，
被处罚 2 万元。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超标排放污水
被处罚 30822.4 元。
海口市中医院超标排放污水，被处罚
33157.6 元。
海南省人民医院未按规定期限向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报送联单，被罚款 5 万元。

三亚 6 座新型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启用
集旅游咨询服务、图书借阅等功能于一体
南国都市报 2 月 12 日讯（记者 王天宇
文/图）12 日，
“ 三亚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暨
书报亭”揭牌仪式在三亚火车站顺利举行。
“三亚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火车站、大东海
站、下洋田站、红旗街站、汽车总站、南新农
场站”
正式启用，并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
据介绍，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是一个地区
或城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必备设施，是
为游客，特别是自助旅游者提供旅游相关咨
询、服务的基本项目。

据介绍，升级版的新型旅游咨询服务中
心暨书报亭集旅游咨询服务、书报销售、图
书借阅等功能于一体,是旅游服务的窗口，
也是读书阅报的平台。
三亚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为
广大游客提供旅游服务的同时，旅游咨询服
务中心站点为市民提供报刊销售和图书借
阅服务，从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
良好社会文化风尚，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推进
“书香城市”建设添砖加瓦。

能产生的费用信息，同时，对于景区停车
收费，要研究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计费
方式，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收费标示牌
的数量。
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我省各级价格监管部
门将根据督导组提出的要求落实相关整
改工作，并按照既定的节日市场价格监
管工作部署展开巡查，全力做好节日期
间市场价格监管工作，对虚构原价、构成
价格欺诈等在内的违规违法价格行为进
行从严查处。

市民在服务中心自助查询区内上网。

南 国 都 市 报 2 月 12 日 讯（记
者 王子遥 通讯员 杨永光 习霁鸿）
近日，海口供电局基建部配网项目
部经理潘敬师与施工人员一起，在
海口东山镇东升村委会新村组立起
一台崭新的变压器，彻底解决了该
村低电压的问题。村民欣喜地表
示，春节期间可以放心用电了。
据悉，针对春节前后可能出现
负荷骤增的特点，海口供电部门已
提前新建、增容 75 台变压器解决
部分城中村电压问题；还通过负荷
转移等措施有效缓解 35 千伏三门
坡变电站、东山变电站、新坡变电
站、龙塘变电站的重过载问题，保
障城郊片区春节用电。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项目工地

百位一线工人
获赠慰问品
南 国 都 市 报 2 月 12 日 讯（记
者 王康景 ）12 日上午，位于滨海
公园的海口市民游客中心项目工地
现场举行春节慰问品发放活动，工
程项目部给坚守在一线的上百位工
人们送去牛奶、饼干等慰问品，鼓
励大家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任务，
将海口市民游客中心打造成全景展
示海口特色的靓丽窗口、一站式服
务市民游客的“大本营”。
项目承建方中建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工地主
体结构已全面封顶，大部分材料也
已经运抵工地。
“今年春节期间，海口市民游
客中心项目将有近 600 名工人奋战
在建设一线。”该负责人表示，为
表达对工人们爱岗敬业、甘于奉献
的敬意，工程项目部决定给每位工
人发放牛奶和饼干等慰问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