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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主题为野绿色健康
无添加袁好水好豆好豆芽冶袁旨在
促进政尧企尧学联动袁提高公众对
绿色豆芽的认识遥提高社会公众
参与的积极性袁 强化工业化尧标
准化豆芽的健康尧绿色尧安全的
理念袁形成政府监管尧企业自律尧
媒体监督尧消费者积极参与的社
会共治格局袁推动工业化豆芽健
康发展遥

豆芽生产方式由传统作坊
式向规模化尧工业化尧标准化方
式转变袁 有助于实现对豆芽从
生产到售后全过程的管控遥 这
种新式的生产方式是传统农业
生产经验与现代科技创新的结
晶袁 堪称食品安全生产的典范袁
将有助于重塑行业规范袁确保百
姓野芽尖上的安全冶袁引领消费观
念转变遥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相关负
责人介绍袁菜篮子公司今后将持

续举办野公众开放日冶活动袁进一
步加大自有品牌放心豆芽在海
口豆芽市场的推广力度遥并辐射
周边城市销售袁从而让更多消费
者都能尽早吃上野无添加尧无污
染冶的放心好豆芽遥

据了解袁海口市菜篮子集团
二级子公司海口市菜篮子市场
管理运营有限公司袁 已与海南
野嚼绿行冶 合作建立中央大厨房
项目遥项目规划面积 10000平方
米袁 将为海南省餐饮尧 食堂尧单
位尧批发等团体大客户供应生鲜
果蔬及肉制品半成品/成品的加
工产品遥 此外袁市菜篮子集团将
建设农产品大数据中心袁集纳海
口尧海南乃至全国蔬菜主产区生
产交易数据袁通过逐步形成的大
数据指导生产及流通遥同时市菜
篮子集团将开设农产品拍卖中
心袁 建立海南蔬菜价格指数袁打
造农产品线上交易平台遥

海口菜篮子集团举办野公众开放日冶活动 不看不知道

“放心豆芽”是这样“造”出来的

同时袁各市县房产渊住建冤部门要继续加强
对白蚁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袁建立和完善白蚁
防治质量监管制度袁加强对白蚁防治工作的监
督检查袁 积极抓好白蚁防治的事中和事后监
管遥 同时袁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依法
依规查处袁并记入诚信档案袁向社会公布遥不得
因取消白蚁防治单位资质和白蚁防治人员岗
位证书审批事项而削弱白蚁防治监管工作遥

通知提及袁省物业管理协会要继续落实对
全省白蚁防治工作的行业指导职责袁研究制定
全省白蚁防治行业自律管理标准袁进一步改进
和加强全省白蚁防治工作遥同时要加强对白蚁
防治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袁提高白蚁防治的质
量和水平遥但培训收费标准必须经省物价部门
批准袁严禁借培训之名乱收费袁切实为白蚁防
治行业的规范和发展提供优质尧高效的服务遥

我省新建房屋必须实施白蚁预防处理

取消防治单位资质和岗位证书审批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碧微 通讯员 翁柳娜 摄影报
道冤 7月起袁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
受理窗口正式运行袁 三亚市食药监局
将业务纳入综合受理平台办理袁 当事
人只需在综合受理窗口提交申报资
料袁 综合受理窗口将申报资料录入系
统袁 三亚市食药监局审批工作人员在
后台电脑上点击受理袁就可完成办件申
报流程袁实现了三亚市食药监局工作人
员与当事人不见面便可办理业务遥
据了解袁 政务服务中心综合受理

窗口的设立袁 是政务服务供给侧改革
的一次重大举措袁 它不仅仅是审批流
程上的一次变动袁 它还运用电子证照
数据共享的优势袁 当事人的营业执照
和身份证等可从数据库中直接提取袁
并通过中心网上自助申报区或终端屏
幕机采用电子填表方式袁 实现了零纸
质办理袁提升了审批服务的智能化袁更
好地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遥

三亚市食药监局

审批事项纳入
政务中心办理

雷阵雨刷存在感 市民出门请带伞
小伙伴们要关注天气变化袁提前做好防雨防雷措施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李玲冤 7月 4日袁
记者从屯昌县食药监局获悉袁7 月 3
日袁该局在屯昌县体育馆举办 2017年
食品安全快检技术选拔赛袁 旨在提高
基层食品安全快检人员理论水平和操
作技术袁 发挥快检技术在日常监管中
的重要作用遥
据了解袁 参赛人员由各基层所负

责日常食品安全快检的执法人员共
11人组成袁要求每位参赛人员独立完
成食品快检 6个项目的检测工作遥 比
赛上半场进行罂粟壳尧硼砂尧甲醛尧二
氧化硫 4个项目的操作袁 下半场进行
黄曲霉毒素 B1尧亚硝酸盐 2个项目的
操作及理论知识笔试袁 整个比赛规则
严谨尧现场秩序井然遥

根据参赛者综合表现袁比赛最终
评选出优秀奖 2名袁拼搏奖 2名袁公平
竞赛奖 2名遥 屯昌县食药监管局局长
李卓勤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袁 并作
总结性讲话袁 肯定此次比赛的重要意
义和取得的成绩遥
据介绍袁 通过举办此次食品安全

快检技术选拔赛袁 各参赛人员之间增
进了交流与学习袁 对提升基层所执法
人员食品安全快检能力意义重大遥

屯昌县食药监局

举办食品安全
快检技术选拔赛

根据气象部门 4日 17时天气
预报袁 预计 4日夜间到 5日白天院
海口尧 定安 4日夜间多云袁5日白
天多云有雷阵雨 26~32毅C曰 东方袁
多云 28~32毅C曰临高尧儋州尧昌江尧
屯昌 4日夜间多云袁5日白天多云
有雷阵雨 26~33毅C曰澄迈尧白沙 4
日夜间多云袁5日白天多云有雷阵
雨 25~33毅C曰琼中 4日夜间多云袁5
日白天多云有雷阵雨 24~32毅C曰琼
海多云 26~33毅C曰文昌多云 26~32毅
C曰乐东尧保亭 4 日夜间多云有小

阵雨袁5日白天多云有雷阵雨 25~
32毅C曰 五指山 4日夜间多云袁5日
白天多云有雷阵雨 24~31毅C曰三亚
4日夜间多云有小阵雨袁5日白天
多云有雷阵雨 27~33毅C曰万宁 4日
夜间多云有小阵雨袁5日白天多云
有雷阵雨 26~32毅C曰陵水 4日夜间
多云有小阵雨袁5日白天多云有雷
阵雨 26~33毅C遥
西沙永兴岛袁 多云有雷阵雨袁

南到西南风 4~5 级袁29~32毅C曰中
沙黄岩岛袁多云有雷阵雨袁南到西

南风 4~5级袁28~32毅C曰 南沙永暑
礁袁多云有雷阵雨袁西南风 4~5级袁
28~32毅C遥

海洋天气预报院 预计 4日夜
间到 5日白天院北部湾海面尧琼州
海峡尧海南岛东部尧南部和西部海
面, 多云有雷阵雨袁 南到东南风 5
级袁雷雨时阵风 7级袁西沙尧中沙群
岛附近海面袁多云有雷阵雨袁南到
西南风 5级袁 雷雨时阵风 7级袁南
沙群岛附近海面袁 多云有雷阵雨,
西南风 5级袁雷雨时阵风 7级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4日下
午袁 海口的一场午后雷阵雨袁
又是打雷又是闪电袁亲们你们
那里下雨了吗钥 最近袁雷阵雨
常驻琼岛袁 午后随机上场袁让
人防不胜防遥 5日袁雷阵雨依旧
在琼岛刷存在感袁商报君提醒
小伙伴们要特别关注天气变
化袁 提前做好防雨防雷措施袁
出门记得带雨具遥

看芽野根冶院 野加药冶豆芽基本没
根袁即便有根袁根部也较为圆滑曰正
常豆芽根较长有须根袁且不规则遥
观芽野色冶院 野加料冶豆芽颜色过

白曰正常豆芽则是青白或奶白色遥
尝野口感冶院 野加料冶豆芽不会有

浓郁的豆腥味曰正常豆芽有豆腥味遥

怎样判断豆芽是否添加无根水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摄
影报道冤 获颁全省首张工业化豆芽食品生产许可
证的海口市菜篮子集团旗下海口市新苗豆业袁近日
再次积极对接海口市食药监局袁 举办工业化豆芽
野公众开放日冶活动遥海口市尧区食药监部门尧学校食
堂尧大型超市相关负责人约 120人参加活动遥

银工业化豆芽流水作业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段
然冤 近日袁记者从省住建厅获悉袁根据叶国务院
关于取消第二批行政审批项目和改变一批行
政审批项目管理方式的决定曳和原建设部叶关
于修改<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的决
定曳渊建设部令第 130号袁以下简称野第 130号
令冶冤的有关规定袁经研究袁海南省住房与城乡

建设厅就进一步改进和
加强白蚁防治工作
有关问题向我省
各市 尧县 尧自治
县住房保障与
房产管理局 袁
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袁 海南省
物 业 管 理 协
会袁各白蚁防治
企业发出通知遥

通知要求袁即日起袁停止执行原省建设厅
叶关于印发约海南省白蚁防治单位管理规定跃
和约海南省白蚁防治人员管理规定跃的通知曳
渊琼建住房[2006]150号冤遥 白蚁防治市场管理
按原建设部 野第 130号令冶 的有关规定执行遥
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新建尧改建尧扩建尧装饰
装修的房屋仍必须实施白蚁预防处理遥 上述
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尧 房地产开发企业或白
蚁防治单位须严格按照原建设部 野第 130号
令冶有关规定袁做好白蚁预防的相关工作遥
通知指出袁取消全省白蚁防治单位资质和

白蚁防治人员岗位证书两项行政审批事项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白蚁防治单位资质和
白蚁防治人员岗位证书作为从事白蚁防治服
务经营活动的必要条件袁 限制白蚁防治单位
和白蚁防治人员的从业行为遥 白蚁防治单位
资质和白蚁防治人员岗位证书审批事项取消
后袁 设立白蚁防治单位仍须按原建设部 野第
130号令冶的有关规定袁具备相应的名称和组
织机构尧固定办公场所尧注册资金袁以及生物尧
药物检测和建筑工程等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
等条件遥

取消全省白蚁防治单位资质行政审批

积极抓好白蚁防治的事中和事后监管

银市民在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