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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上网“不限量”套餐却限速
中国移动海口分公司：
已整改，宣传标语已改成“达量限速”
南 国 都 市 报 11 月 7 日 讯（记 者 胡 诚
勇） 办了手机上网流量“不限量”套餐，
到达一定量后，网速却慢如蜗牛，这种情
况很多市民都遇到过。移动通信公司这种
“不限量”宣传语是否存在误导消费者的嫌
疑呢？11 月 7 日，中国移动海口分公司相
关负责人在做客 《椰城纠风》 节目时进行
了正面回应，宣传语中的“不限量”字眼
确实容易给客户造成误导，对这种问题，
目前该公司已进行整改。
近日，市民张先生给节目组打来投诉
电话反映，自己看了移动公司的宣传，有
一个手机流量不限量的套餐，对于每个月

使用流量多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
息。
张先生称，他比较喜欢用手机看电
影，所以订了 58 元上网流量“不限量”套
餐，可是，当上个月流量使用超过了套餐
规定的 10 个 G 流量时，不用说看电影，甚
至连网页都打不开了。
为此，张先生便到移动营业厅咨询，
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先生，达到了规
定的使用流量的上限后，对于上网速度就
会有限制，张先生质疑，为何不提前告知
其流量会限速？
张先生表示，当初自己办理套餐的时

团省委资助建档立卡家庭学生

2000名学生获学业资助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党朝峰
通讯员 李子昆）11 月 7 日，团省委在海口召
开海南共青团投身脱贫攻坚重点项目推进
会，集中发布学业资助、就业援助、创业扶
助、智志双扶、志愿扶贫、青年消费扶贫六
大重点项目，动员全省各级团组织及各届青
年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
其中，学业资助项目方面，2020 年底前，
为我省建档立卡家庭的 2000 名学生提供学
业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资助标准为一
次性资助 1000 元/人；高中阶段学生的资助

标准为一次性资助 2000 元/人；大学阶段学
生的资助标准为一次性资助 5000 元/人。
就业援助项目方面，积极联系省青联、
省青企协等社会力量发动委员（会员）提供就
业岗位，通过开展就业见习实习、技能培
训、专场招聘会等工作，重点帮助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中的 2019 届、2020 届 1000 名大
中专毕业生（含高校、高职、中职、技工学校）
实现就业。
创业扶助项目方面，以加强组织建设，
开展创业培训，开展结对指导，开展赛事交

候，并没有工作人员告诉他流量使用超出
套餐后会限速，关于不限量流量套餐的宣
传页上，第一页用大字，很醒目的标明，
流量不限量。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宣
传页的角落处一行小字注明了关于限速的
提示。
流量不限量用醒目的大字标明，而使
用到上限后限制上网速度却用一行小字，
在角落处标明，这样的宣传，虽然不是虚
假宣传，但是否存在误导消费者，避重就
轻的嫌疑呢？
据了解，张先生反映的情况在海口并
非个案，像张先生一样奔着“不限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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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贷款担保、免息借款及小额资助，社会
动员和市场支持，建立扶持档案等方式，争
取到 2020 年底，实现每个贫困村（以 2018 年
全省 83 个贫困村名单的为准）都有农村青年
创业致富带头人，并至少带动 5 户贫困户增
收致富；全省各级团组织累计扶持 2000 名青
年扎根农村贫困地区创业，直接带动至少
10000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会上，
爱心企业海南赛仑吉地大酒店有限
公司和陵水广陵南繁酒店有限公司分别与团
省委签订了参与青年消费扶贫行动意向书。

消毒餐具被检出大肠菌群
9 月 5 日，罗牛山腾德检测认证服务（海
南）有限公司出具了对该餐厅所抽检的餐具
样品的检测报告，结果显示，该批次餐具样
品检出大肠菌群项目，判定为不合格。经调
查，定安黄竹兴隆酒店用于经营使用的该批
消毒餐具共 120 套，当天用了 28 套，均免
费提供给就餐客人使用。
因所使用的餐具不合格，近日，定安县
食药监局对定安黄竹兴隆酒店处罚款 5000
元。
记者了解到，大肠菌群超标说明产品的
卫生状况达不到基本的卫生要求，食品中检
出大肠菌群，提示被致病菌污染的可能性较

大，如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致病性大肠杆
菌等，如果食用大肠菌群严重超标的食物，
可能引起腹泻等肠胃感染性疾病，甚至食物
中毒。
那么，消毒后的餐具为什么还被检出大
肠菌群呢？海口一位消毒餐具企业负责人
解释说，餐具检出大肠菌群超标，反映该
餐饮店的消毒卫生状况不达标，主要的原因
可能是在生产过程中，清洗消毒不到位，或
者是消毒的时候温度不够，没有能够对细菌
进行充分杀灭。还有可能是在包装过程中，
因保洁措施不到位，比如手操作不规范，手
消毒不规范，又对餐具造成了二次污染。

药品已过期 仍摆货架上

海南德仁堂药品超市德仁天翼分店被查处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蒙健）药
品超过有效期，或者未按贮藏要求进行储
存、陈列药品，患者买到这样的药品服用，
不但起不到治疗的作用，甚至还会危害身体
健康。近日，海南德仁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
有限公司德仁天翼分店因存在上述违法情
况，被海口市秀英区食药监局予以警告，并
处予销售过期药品货值金额三倍处罚。
据介绍，今年 8 月 23 日，秀英区食药
监局执法人员对水头村上村水塔路的海南德
仁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德仁天翼分

店进行检查，在该店的经营场所补益类框架
上，执法人员发现存放有一瓶碳酸钙 D3 咀
嚼片 （Ⅱ），生产日期为：160808、有效期
至 2018/08/07，盒上有贴标签手写标示销
售价格为 33 元/瓶，同时在该柜架上还存放
5 盒 生 产 日 期 为 2016/06/08、 有 效 期 至
2018/05 的无糖型感冒清热颗粒 （销售价 15
元/盒），上述两类药品存放位置均为销售药
品框架，和正常药品放在一起，至检查当天
上述两类药品已经过期。
同时，执法人员在该店还发现，其所销

海南省青年芭蕾舞团

昨天揭牌成立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文盛 汪承贤）7 日上午，海南省青
年芭蕾舞团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
行了揭牌仪式。
据介绍，海南省青年芭蕾舞团
以海南省歌舞团为依托，以海南
省歌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为人
才培养基地，将培育海南本土优
秀芭蕾舞蹈人才，创作具有海南特
色的优秀芭蕾舞剧，努力打造成
为全国芭蕾舞院团中的一支劲旅。
在今后的发展中，海南省青年
芭蕾舞团将获得中国舞蹈家协会、
中央芭舞团、北京舞蹈学院、上海
歌舞团和上海芭蕾舞团等全国艺术
院团的鼎力支持。

三亚消防救援人员
优先优抚政策落地

定安黄竹兴隆酒店被罚 5000 元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蒙健）不
少市民到饭馆酒店吃饭，都会向服务问一
句：这碗筷消毒过了吗？消毒过的碗筷应该
是卫生达标的，甚至还有市民为消毒碗筷买
单。可是，有的消毒餐具并不一定就是干净
卫生的。近期，定安黄竹兴隆酒店的消毒餐
具被检出大肠菌群项目，被定安县食药监局
予以罚款 5000 元。
今年 8 月 29 日上午，定安县食药监局
执法人员对定安黄竹兴隆酒店对餐具进行专
项监督抽样。在现场，执法人员从该餐厅消
毒柜内已消毒、准备使用的餐具中，随机抽
取了一套，作为抽检的餐具样品。

去的用户有不少，面对这些用户的诸多疑
惑和不解，移动公司怎样解释呢？
中国移动海口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在节
目中表示，客户 张 先 生 反 馈 的 情 况 属
实，宣传语中的“不限量”字眼，确实
容易给客户造成误导。对于该问题，相
关主管部门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对此彻
底整改，该公司已经在今年 9 月份进行
整改，将相关宣传中的“不限量”字
眼，全部下线，现在的宣传标语已经改
成“达量限速”。如果用户发现还有哪些
地方没有整改到位，该公司也会督促相
关网点做好整改工作。

售的小儿氨酚烷胺颗粒、双氯芬酸钠气雾
剂、盐酸金霉素眼膏需在阴凉柜中保存、保
存温度不得超过 20°C，但上述药品却未在
阴凉柜中保存，保存温度超过 20°C。
近日，秀英区食药监局根据 《药品管理
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的相关规
定，对海南德仁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德仁天翼分店予以警告，没收超过有效期
药品碳酸钙 D3 咀嚼片 （Ⅱ） 1 瓶、无糖
型感冒清热颗粒 5 盒，并处销售超有效期药
品货值金额 108 元三倍以下的罚款 324 元。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王天宇） 三亚大力推动消防救援人
员优先优抚政策在全市范围落地开
花，营造尊崇消防救援职业的浓厚
社会氛围。
目前，三亚市的机场、车站
均开设消防救援人员优先的值机柜
台、安检通道等服务通道；南山景
区、蜈支洲岛等景区对消防救援人
员实行优先、免票政策；各大医院
门诊挂号、收费和取药窗口设置优
先标识；各大银行网点为消防救援
人员提供优先办理业务的窗口。

临高五指山稳步推进
市场食品检测室建设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蒙健） 根据海南省市场监管局的要
求，今年 12 月 31 日前，我省各批
发市场、农贸市场、大型超市将完
成食用农产品安全快检室建设任
务。目前，临高、五指山等食药监
局通过摸底排查、开展食品安全快
速检测技能培训等方式，稳步推进
市场超市食品检测室建设的工作，
对检测项目、检测设备设施采购等
内容进行指导，确保按时保质完成
食品检测室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