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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经营走私冻肉案件58宗 冷库经营者被罚超2亿元

23名从业人员“禁业”5年

保障食品安全，海口市场监管局今年立案 2278 宗，罚没款 2.6 亿余元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月24日讯（记者 蒙健 文/图）11月23日，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今年该局执法工作主要成效和工
作亮点。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来，该局
重拳出击保障食品安全，以大案要案、行
业窝案为执法重点，
持续开展食品
“铁拳”
执法行动。同时查处了数起禁塑大案。
据统计，
截至目前，
该局共立案2278宗，
结
案1829宗，
查办案件涉案金额18353.97万
元，罚没款26734.18万元，其中查处58宗
违法冻品案，
罚款2.12亿余元。
据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
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郝文磊介绍，海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蔬菜、水果、粮食
等人民群众每天消费最多的食品，用“最
严厉的处罚”的行政执法手段打击违法
行为。2021年，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支队共监督抽检蔬
菜、水果、大米、禽蛋、肉类食品970批次，
立案查处销售不合格芝麻、豇豆、韭菜、
罗非鱼等菜篮子米袋子食品案件285宗，
罚没款33万余元。与此同时，海口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也加大价格违法案件查处
力度，对于不明吗标记，以高于标价销售

以及超标准收费等多起价格违法行为依
法查处，
罚没款合计550多万。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口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还将办理大案要案列为年
度重点工作，持续深挖食品行业共同存
在的违法行为，办理了一批食品安全典
型案例。其中，海南某食品有限公司出
租食品生产许可证案在国家市场监管局
总局组织的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中被评为
优秀案卷，被编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市
场监督管理执法案卷评查优秀案例精
解》；海南某贸易有限公司经营虚假产地
虚假生产日期食用农产品案被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挂牌督办；查处58宗经营未经
检验检疫进口冻品案件，案值630余万
元，罚款2亿1239万余元，对23名冷库经
营走私冻肉的从业人员作出“禁业”五年
的资格罚，有效清理了海口冻肉经营行
业的违法经营者。
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海南省市
场监管局的工作部署，海口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围绕社会关注度高、老百姓烦心
闹心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立案查处了3
宗线上买菜、7宗食用农产品虚标产地
案、4宗销售定量包装商品实际小于其标

执法工作人员在查处现场。
注的净含量的食用植物调和油案。
在禁塑方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支队、高新区分局
先后在金鹿、罗牛山等多个物流园区查
处了数起禁塑大案，并在执法过程中查
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600余万个，
涉案金额超百万元。今年4月份，高新区

我省公布16批次不合格食品
涉及客润佳、旺豪、广百家等超市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 月 24 日讯（记者 蒙健）近日，海南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 16 批次不合格食
品的通告，这 16 批次不合格食品存在的
问题主要包括微生物污染、农兽药残留
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等，涉及客润
佳、旺豪、广百家等超市。
近期，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
抽检食用农产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
品、肉制品、食糖、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速冻食品、方便食品、豆制品、茶
叶及相关制品、餐饮食品 10 大类食品共
709 批次，其中合格样品 693 批次，不
合格样品 16 批次。通告节选如下：
海口龙华福瑞达商行销售的标称重
庆市冠怡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香辣爽口

鸡（生产日期：2021-08-04，规格型号：23
克/包），检验项目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菌落总数超标可能
是由于产品的加工原料、包装材料受污
染，或在生产过程中产品受人员、器具
等生产设备、环境的污染等原因导致。
琼中营根弄启文贞蔬菜摊销售的油
麦菜，检验项目氟虫腈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油麦菜中氟虫腈的最大
残留限量规定为 0.02mg/kg。
海南旺佳旺商贸有限公司王府井店
销售的青豆角，检验项目倍硫磷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豇豆中倍硫磷
残留限量值规定不得超过 0.05mg/kg。
文昌文城何启石豆芽摊销售的黄豆
芽（生产日期：2021-08-11，规格型号：散

装称重），检验项目 4-氯苯氧乙酸钠（以
4-氯苯氧乙酸计）不符合食品安全相关标
准规定。《关于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
6-苄基腺嘌呤等物质的公告》（2015 年第
11 号）中明确，生产经营企业不得在豆芽
生产过程中使用 4-氯苯氧乙酸钠。
三亚海棠湾壮美猪肉摊销售的猪
蹄，检验项目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动物产
品的五氯酚酸钠残留，可能会导致人体
的急性毒性作用，症状有乏力、头昏、
恶心、呕吐、腹泻等。皮肤接触可致接
触性皮炎。长期接触者可有周围神经
病。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 号，已将五
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列入 《食品动物
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

海南基层医院一般诊疗费标准提高
百姓看病个人支付部分不变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 月 24 日讯（记者王洪旭）近日，海南省
医疗保障局和省卫生健康委联合下发通
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障制度
改革，进一步加强海南省医疗服务价格
管理工作，规范医疗服务价格行为。通
知要求，从 12 月 1 日起海南省各级各类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执行调整后的医疗服
务价格。
为促进分级诊疗，通知提高了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一般诊疗费标准。乡镇卫生

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般诊疗费为
15 元/人/次（原标准 10 元/人/次），其中：
医保报销 13 元（原标准报销 8 元），个人
支付 2 元（原标准个人支付 2 元）；村卫生
室一般诊疗费为 10 元/人/次（原标准 6
元/人/次），其中：医保报销 9.5 元（原标准
报销 5.5 元），个人支付 0.5 元（原标准个
人支付 0.5 元）。
通知明确，二、三级医院选派到基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的 在 职 医 师、退 休 医 师、
“候鸟”医师诊查费可按执业注册所在公

立医疗机构标准执行，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很好地贯彻海南
省委省政府关于“小病不进城”
“小病在基
层”的部署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
诊疗费标准调整后，能够较好地体现基层
医务人员的服务价值，在保持个人支付部
分不变和不增加个人负担的同时，有利于
促进基层服务供给和调动基层医务人员
的工作积极性。

分局溯源山东临沂进行案件调查，约谈
园区物业管理公司和经营海南路线的全
部4家物流公司。
截至目前，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共立案2278宗，结案1829宗，查办案件涉
案金额 18353.97 万元，罚没款 26734.18
万元。

海口非居民用水户

开始申报明年用水量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 11 月 24 日讯（记者 谭琦）记者
从海口市水资源管理中心获悉，即
日起至 12 月 1 日，海口市启动非
居民用水户计划用水量申报工作，
非居民用水户可以通过“椰城水资
源”微信小程序进行申报，申报的
材料和用水计划在 12 月 31 日前进
行最后确认。
据了解，根据海口市相关法规
和文件要求，自 6 月 1 日起，对纳
入取水许可管理的用水户和使用城
市公共供水管网的非居民用水户实
行计划用水管理。
根据相关规定，计划用水户分
为重点用水户和一般用水户，重点
用水户为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用水
户和年用水量 1 万立方米以上的非
居民用水户。“需要申报计划用水
量的单位，我们已经进行通知，目
前计划用水量的申报仅限于收到通
知的用水单位。”海口市水资源管
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说，此次申报工
作于 11 月 24 日正式开展，12 月 1
日前完成申报，如需调整用水计划
的单位，可在 12 月 31 日前完成，
水行政主管部门将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用户上报的申请数据为下年
度用水指标。
用水单位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
“椰城水资源”进行申报，点击进
入用户登录界面后，公共管网用户
输入户号、地下水用户输入单位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即可登录系统，进
行 2022 年用水申报，以及了解超
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相关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