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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曾人贤
摄影报道冤6月 26日袁 白沙县食
药监局执法人员在一药店开展日
常监督检查袁 在该店入门最左侧
处方用药专柜中发现标示仙琚醋
酸地赛米松片 1瓶尧 标示同仁堂
调经促孕丸 3盒尧 标示友南甲硝
唑栓 1盒等 3种药品均超过有效
期袁 执法人员当场依法采取扣押
强制措施袁对涉案药品进行封存遥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袁经初步
审查袁 该店涉嫌销售劣药的行为
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袁 该局依法对
该药店进行立案调查袁 目前该案
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柯育超 实习记者 李静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李盛兰冤
为进一步加强危化品车辆的源头
安全管理工作袁26日袁 海口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大队民
警专程到海南石华运输服务有限
公司危化品车辆专用停车场袁开展
危化品运输车辆安全检查及交通
宣传遥 民警对该公司日常管理尧驾
驶员资质和安全教育等内容进行
检查袁同时与该公司负责人尧车队
长尧安全管理员进行座谈袁要求企
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遥

据了解袁 为了贯彻落实关于
叶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道路交通
安全专项整治三年攻坚战工作实
施方案曳的要求袁进一步强化危化
品运输企业源头管理袁海口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将在全市范围内走访
危化品运输企业开展教育活动袁形
成常态化机制袁定期走访尧约谈辖
区危险品运输企业袁通报当前安全
形势袁督促落实安全责任袁提高了
企业安全责任主体意识袁增强了危
化品汽车驾驶员的安全从业意识袁
大力推进重点车属企业交通安全
事故预防工作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王辉冤近日袁海口市生态
环境保护局公开曝光一批环境违
法案件袁 其中椰树集团海口罐头
厂有限公司榜上有名遥

据介绍袁 海口市生态环境保
护局 6 月 25 日曝光的环境违法

企业分别为椰树集团海口罐头厂
有限公司和海南省药物研究所违
反野三同时冶制度袁海口琼山宏业
振逢建材厂则是违反大气污染防
治相关规定袁 为此海口市环保局
分别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遥

海口曝光一批环境违法案件

违反“三同时”制度
椰树集团上黑榜

海口交警检查危化品运输企业

强化源头管理
筑牢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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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燃烧实验以电动自行
车在楼内起火燃烧袁 对小白鼠
作为火灾耐受生命体袁 楼内防
火设施设备以及实体房可燃物
等进行了测试实验遥 经测试发
现袁 电动自行车燃烧后具有火
灾和烟气蔓延速度快尧途径多袁
烟气浓度高尧毒性大袁热辐射强
度高等火灾危险性大的特 点遥
小白鼠实验说明了楼内着火
时袁烟气会先往屋顶上方走袁到
达地面的时间会较晚袁 所以会
出现屋顶上方的小白鼠先死
亡袁地面的小白鼠才死一只遥所
以人遇到火灾逃生时袁 要注意

弯腰低姿袁尽可能避开尧吸入室
内上方有毒烟气遥

据了解袁6 月 27 日至 6 月
29日袁海南消防总队开展为期 3
天的火灾调查业务培训袁 火灾
实验和灭火救援实训是此次业
务培训的室外实训课程袁 其余
课程为室内讲座袁 主要内容包
括全国火灾调查工作形势及部
分重特大火灾事故调查典型案
例介绍尧放火火灾调查尧汽车火
灾调查尧野两案冶办理等遥
据悉袁全省消防部队专兼职

火灾调查人员, 森林尧 港务尧铁
路公安尧民航等相关人员参训遥

啥情况？海口两栋大楼着火了？
@市民别慌袁这是省消防总队开展火灾实验和灭火实训袁场面很震撼浴

2018年 1月 16日晚上 21时许袁公
安民警一脚踹开临高县某宾馆 258房
房门袁蜂拥而入的民警迅速将屋内的一
名男子摁倒在地遥在牢牢摁在地上的男
子李某怎么也没想到袁 时隔两年了袁自
己竟然还会被抓住遥

记者从龙华区法院了解到 袁在
2016年 3月 26日的凌晨 2时袁 李某来
到海口市龙华区某小区袁四顾无人后他
翻栏杆进入该小区来到 A 栋一楼袁通
过外墙爬到 23层遥凌晨 3时许袁李某趁
着夜黑风高通过不法手段从 23楼往下
爬袁先爬到 17楼袁他趴在窗户上观察了
一会袁 确认客厅内无人后从窗户进入
17A房袁将放在客厅沙发上的一部苹果

6S手机盗走遥 接着袁 李某继续爬到 16
楼袁通过窗户进入 16B房袁将房主叶某
放在客厅沙发旁的女士双肩包内的一
部三星手机及现金人民币 300多元盗
走遥李某继续爬到 9楼袁从窗户进入 9B
房将房主秦某放在客厅手提包内的
HTC 手机一部及现金人民币 200 元
盗走曰接着其爬到 6 楼袁从窗户进入
6B 房将房主苏某放在客厅沙发上的
一部苹果 6 手机和一部苹果 5S 手机
盗走遥 李某盗窃完毕后逃离现场遥

此外袁记者了解到袁目前尚未追回
的苹果 6S手机一部尧 三星手机一部尧
HTC手机一部尧苹果 6手机一部尧苹果
5S手机一部法院将继续追缴遥

这个“蜘蛛贼”
徒手倒爬23层楼
盗窃多家住户
被判 1年4个月

涉嫌销售过期药品
白沙一药店被调查

2017年 10月 16日晚上袁 吴某认
为其之前在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长德
技术学校对面的开心每一天饮吧被打
与该店有关袁遂纠集章某渊1994年生冤尧
汪某渊1997年生冤和丁某渊另案处理冤到
该店进行打砸遥 吴某自带一把射钉枪袁
汪某从隔壁修理店拿了一把铁锤袁章
某徒手袁三人共同打砸该店推门尧电视
机尧冷藏柜尧桌椅等物品袁丁某在店外
接应遥 打砸过程中袁吴某看见孔某骑车
从店外经过袁 声称孔某就是之前在该

店殴打其的人袁便伙同汪某尧丁某一同
追逐孔某遥 经鉴定袁林某夫妇经营的开
心每一天饮吧被损毁电视机等物品共
价值 6457元遥 同年 10月 18日袁吴某尧
章某尧汪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袁并如
实供述上述参与寻衅滋事的事实遥
秀英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袁判决

被告人吴某尧章某尧汪某均犯寻衅滋事
罪袁 三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
月袁缓刑一年六个月遥

海口 3名“90后”
打砸饮品店获刑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 通讯员 宋秋婷冤
1998年出生的吴某曾在一饮品店被打袁 自认为此次被打与该饮品店
有关袁于是纠集另外两名野90后冶男子到该店打砸报复袁损毁财物价值
达 6457元遥 商报记者 19日从海口市秀英法院了解到袁 涉案三名野90
后冶均犯寻衅滋事罪袁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袁缓刑一年六个月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魏鹏飞

摄影报道冤6月 27日上午 9时 35分袁 海南
省消防总队首次使用废弃居民楼做火灾燃烧
实验和利用小白鼠实验在海口市龙华区博巷
路 3号附近有两栋废弃大楼进行遥 此次开
展的火灾实验和灭火救援实训袁模拟

的是真实的火灾现场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 通讯员 毛雨佳 蔡莉冤临高
男子李某身怀绝技却没有用在正途上袁他利用自己身轻灵活善攀爬的技能袁趁
着夜色掩盖袁顺着 23层高楼的外墙往下爬袁潜入多家住户进行盗窃遥商报记者
27日从海口市龙华区法院了解到袁该院近日以盗窃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
四个月袁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袁尚未追回的被盗物品继续追缴遥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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