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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徐明锋冤 生产销售超限量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传统椰子糖被郑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检出遥12月 25
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文昌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袁 文昌东郊
文林食品厂被罚款 5万元遥
文昌东郊文林食品厂注册地址

在文昌市东郊镇福田经济社袁 社会
信用代码 92469005MA5T1CP85R遥
今年 8月 9日袁 郑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郑州市二七区年年红食品商
行经营的传统椰子糖 渊生产日期院
2019 年 8 月 01日袁 保质期院12 个

月袁 生产企业院 文昌东郊文林食品
厂冤进行监督抽样袁检验结论为不合
格 渊二氧化硫残留量项目不符合
GB2760-2014 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曳要求冤遥

9月 5日袁文昌市场监督管理局
收到叶检验报告曳袁并于9月 9日组织
执法人员对文昌东郊文林食品厂进行
监督检查袁送达叶郑州市食品安全抽
样检验结果通知书曳和叶检验报告曳遥

据介绍袁文昌东郊文林食品厂对
上述检验结论有异议袁 并于规定期限
内向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复检
申请袁 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予以受

理遥 10月 31日袁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收到复检报告袁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渊检验项目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
GB2760-2014标准要求冤遥
现查明袁 不合格传统椰子糖的

净含量为 2.5kg/袋袁 文昌东郊文林
食品厂共生产 80袋袁 销售单价为
22.5元/袋袁货值金额为 1800元遥文
昌东郊文林食品厂在生产过程中超
限量添加食品添加剂焦亚硫酸钠袁
导致上述产品的二氧化硫残留量不
符合 GB2760-2014叶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曳要求遥

12月 19日袁文昌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没收文昌东郊文林食品厂违法
所得 1800元袁并罚款 50000元遥
商报记者另悉袁文昌东郊文林食

品厂自 2015年 3月 20日到 2019年
12月 19日袁已经被处罚 3次遥其他两
次为院2015年 3月 20日袁文昌东郊文
林食品厂生产大肠菌群超过食品安全
标准限量的食品椰蓉 渊水果干制品冤袁
被没收违法所得 1800元袁 罚款 3000
元曰2018年 6月 19日袁文昌东郊文林
食品厂生产产品时使用新购进的外包
装材料袁并且未发现包装上野净含量冶
的净字为繁体字袁导致抽检不合格袁
被责令改正遥

传统椰子糖省外检测不合格
文昌东郊文林食品厂被罚款 5万元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实习生 陈勇合 摄影报道)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尧 省政府和海口
市委尧 市政府关于坚决打击违法建筑
的部署要求袁海口市龙华区于 12月 25
日上午组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尧 区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尧 区联防大队等职能
部门联合龙华区龙泉尧城西尧新坡尧遵
谭四镇开展龙华区第九次集中拆违大
行动遥 当天的集中整治行动袁龙华区各
相关镇拆除各类型违法建筑 17宗袁共
计建筑面积约 5367.34平方米遥
据了解袁 当天早上 7时 20分袁拆

违人员就开始着手对违章建筑进行拆
除遥 据悉袁执法人员依法拆除的违法建
筑位于龙桥镇羊山大道附近袁 占地面
积 740平方米袁3层框架袁面积 2219.34
平方米遥 此次拆违行动执法人员在确
保周边居民安全的前提下依法依规对
违法建筑进行拆除袁 为违建治理行动
最后收官之战上画上全面句号遥
接下来袁 龙华区在现有成果的基

础上继续保持拆违高压态势袁 对违规
建筑做到应拆尽拆袁以拆促控袁进一步
震慑违建业主袁 打消违建业主侥幸心
理袁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效果袁有效的推
进野两违冶整治工作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冤 随
着市民出行工具的更新换代袁曾
经陪伴老一辈上下班通勤的 野好
伙伴冶袁如今渐渐被电动车尧机动
车取代遥 商报记者连日走访海口
城区一些老旧小区的楼道和院落
发现袁 随意停放或丢弃在小区楼
道间尧车棚内袁想出手袁卖不了几
个钱袁想留着救急备用袁却越留越
旧袁 从而出现残缺不全的布满灰
尘的野僵尸自行车冶屡屡在一些小
区出现袁既占用小区空间袁又影响
小区环境袁 甚至已成为小区的一
大安全隐患袁 希望有关部门对这
一问题能引起重视遥

那么袁在小区的野僵尸自行
车冶袁又应该怎样处理更好呢钥一
位从事物业工作 10多年的业内
人士建议袁对小区的野僵尸自行
车冶袁物业可以联合社区尧消防部
门尧派出所尧城管等部门一起清
理遥 提前一定要广泛告知袁清理
过程中要拍照录像袁留好证据备
查遥 同时做好登记袁说明这些物
品如何处理遥

美兰区和平南街道办琼苑
广场小区旁袁经当地群众与街道
办的共同努力袁用废旧自行车摇
身一变的挂钟袁打造的长约 150
米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微实事垃

圾分类主题宣传长廊袁不仅美化
环境袁还能更好地推广垃圾分类
的理念袁引导群众将垃圾合理回
收利用袁效果十分明显遥
还有市民建议袁希望有关部

门和志愿者能搭建爱心平台袁
这也是处理旧自行车的一种途
径遥 如果有部门或爱心公益组
织搭建起这个爱心平台袁 主动
向居民搜集废旧自行车等物
品袁 相信不少家庭都会很乐意
把自己用不着的物品拿出来送
给需要的人遥 或者市民通过平
台换回自己能用的东西袁也能实
现野变废为宝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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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记者 郭尚冤 12
月 25日袁由中国光大银行和中国雄
安集团数字城市公司共同发起建立
的野数字金融科技实验室冶签约仪式
在雄安新区举行袁 中国光大集团携
科技尧环保尧旅游等子公司与中国雄
安集团共同见证 野数字金融科技实
验室冶的成立遥

据介绍袁野数字金融科技实验
室冶将以野定标准尧建平台尧创产品尧
育人才冶为指导方针袁以雄安新区战
略需求及信息化建设为导引袁 立足
双方长期合作袁 致力于逐步打造区
块链商业化应用研究尧 技术创新和
人才培养的高地遥

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卢鸿尧中
国雄安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翟

伟尧 中国光大银行首席业务总监兼
数字金融部总经理杨兵兵尧 中国雄
安集团副总经理蔡谦尧 中国雄安集
团数字城市公司总经理王臻尧 中国

光大集团雄安办及光大科技相关领
导出席本次活动遥
中国光大银行高度关注和推动

数字金融创新业务袁 从 2017年起袁

在公益事业尧资产托管尧收单业务等
方面已进行多项区块链应用尝试袁
包括落地全国首个区块链技术慈善
捐款解决方案袁 全国首个区块链直
连业务野泛资管阳光链冶业务等遥 中
国光大银行的区块链应用正在从链
式合作尧 局部试点向平台化发展稳
步推进遥
同时袁中国光大银行野阳光区块

链冶与雄安新区尧蚂蚁金服等在资金
监管尧 供应链金融等领域展开多项
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数字金融科
技创新业务袁 已正式开启区块链技
术野从底层到应用袁应用到产品袁产
品到品牌冶的深入探索袁持续为客户
提供创新数字化金融服务遥

中国光大银行与雄安集团共建数字金融科技实验室
聚焦区块链创新应用

海口旧小区废弃自行车扎堆

“僵尸自行车”
该何去何从？
市民院送给需要的人或变废为宝

12月 23日以来袁 商报
记者走访海口城区部分老旧
小区看到袁在小区内的车棚尧
楼道里袁 经常看到一些长期
弃之不用的自行车遥
商报记者在龙华区正义

路南某公寓车棚内看到袁摆
放着 10多辆废弃的自行车袁
有些轮胎已经干瘪变形尧车
身早已锈迹斑斑曰 有的车筐
里堆满了废物和垃圾曰 有的
自行车上覆盖着厚厚的灰
尘袁车身东倒西歪曰有的自行
车链条已经掉落袁车架断裂袁
配件残缺不全袁 就这样七零
八落地到处乱停放着袁 大煞
小区的优美环境袁 看上去很
不雅观遥
一住户指着一辆看起来

不算破旧的自行车说院野耶僵
尸自行车爷乱停乱放袁存在消
防安全隐患袁 很多自行车零
件都不全了袁 车架上全是锈
迹袁 万一谁家孩子跑闹刮着

了袁那可太危险了遥由于不知
道自行车的主人是谁袁 谁也
不敢擅作主张将其扔掉袁一
时间大家都有点无奈遥 因此
这事儿真得有人管管遥 冶
随后袁 商报记者走访了

白坡里的良缘尧 南宝以及文
明东 5家老旧小区袁 也不同
程度地发现同样存在这样的
问题遥
记者注意到袁 停放在老

旧小区的这些废旧自行车袁
不仅影响了小区环境袁 占据
了空间袁 还带来了卫生安全
问题遥从外观上来看袁有的自
行车比较新袁但粗略算下袁近
一半的车是老式自行车袁上
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袁 有的
已经看不出车体原来的颜
色曰从使用功能来看袁还有的
车只剩下残缺的车架袁车轮尧
把手早已不翼而飞袁 成为丢
了可惜袁 留着越留越旧的尴
尬现状遥

记者了解到袁 随着市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袁 如今私家车和
电动车逐渐代替了曾经的自行
车遥 不少老旧小区内停放的废
旧自行车长达三四年甚至更
久袁但就是不见车主清理袁还有
的是租客退租后留下的遥 有的
则是家里有学生袁 考上大学走
了袁车子就闲置了曰还有的是交
通工具的升级换代袁 也让许多
自行车下了岗袁改骑共享单车尧
电动车等遥就这样袁在海口很多
老旧小区里袁 一些业主就将这
些弃之可惜的自行车藏在了角
角落落袁令小区管理者头痛遥

记者采访了解到袁 有居民
说想转手袁尽管旧了袁但骑起来
也挺好遥卖不了几个钱袁几十块
钱都没人要袁 这么便宜出手自
己感觉太亏袁就想留着袁说不定
哪天就能用上袁 或者碰到个合
适的人想要袁也能卖个好价钱遥
不少车主都抱着这一想法遥

为还居民一个安全畅通
的车棚及道路环境袁 南宝小
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袁他
们前不久袁就组织业主对影响
小区环境面貌尧 损害居民利
益的野僵尸自行车冶进行了集
中清理遥

老旧小区“僵尸自行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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