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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尧中秋双节将至 三亚开展旅游市场整治

打击 12 类行为，涉及免税购物等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谢佳宁冤 国庆尧 中秋双
节将至袁三亚将迎来新一轮的旅游
高峰遥 9 月 15 日袁记者了解到袁为
确保旅游市场安全稳定袁三亚未雨
绸缪袁积极做好疫情防控袁落实旅
游旺季防疫物资储备工作袁全面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袁全面加强重点涉
旅项目监管袁尤其是重点打击支撑
不合理低价游的旅游购物场所尧旅
游景区景点以及旅游潜水尧游船夜
游尧演艺等特种旅游项目的违法违
规行为等旅游市场 12 类行为的监
管整治遥

重点监管整治旅游市场 12 类行为
1尧加强对组织野不合理低价游冶尧强迫和
变相强迫消费尧违反旅游合同等违法违规行
为的监管和查处袁重点打击支撑不合理低价
游的旅游购物场所尧旅游景区景点以及旅游
潜水尧游船夜游尧演艺等特种旅游项目的违
法违规行为曰
2尧加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尧营业
性演出项目的监管检查袁整治散发旅游传单尧
虚假广告尧卡片及旅行社黑社尧黑导行为曰
3尧打击非法海鲜拉客尧潜水拉客尧景区
非法揽客及非法营运经营曰
4尧加强对海鲜餐饮尧水果尧旅游购物场
所和婚纱摄影等行业的指导监管曰
5尧严厉查处商业贿赂尧缺斤少两尧虚假
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曰
6尧规范潜水项目运营模式袁开展潜水项

注意！这 10 批次食品不合格
涉及海南 5 市县 消费者发现有害食品可举报袁最高奖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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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冤 9 月 15 日袁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
解到袁近期袁该局组织抽检食用农产品
175 批次袁 其中合格样品 165 批次袁不
合格样品 10 批次袁 不合格食品为豇
豆尧小白菜尧芹菜尧豆角袁涉及琼海尧文
昌尧儋州尧澄迈尧三亚 5 市县遥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袁对
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袁 当地
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采取措施依法予以
查处袁 并责令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
场开办者查清进货渠道尧 产地等信息
并向相关部门报告曰 责令食用农产品
销售者对不合格产品立即采取停止销
售等措施防控风险遥 同时袁欢迎公众积
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袁 如果在市场上
发现有害食品袁 请拨打 12345 投诉举
报袁如经查实袁最高可获 50 万元奖励遥

销售劣药和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

海南 3 市县药企、商户被罚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徐明锋冤 9 月 15 日袁 海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公开的 5 起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
件袁涉及海口尧文昌尧儋州 3 市县遥
商报记者注意到袁9 月上旬袁 海南一
九堂药品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因销售劣药
中药饮片法半夏及未遵守叶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曳尧 海南永敬堂药业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因销售劣药中药饮片百合尧海南省
文昌市医药贸易公司销售劣药中药饮片
法半夏尧儋州那大御粱坊面点店经营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油条尧儋州那大许记熟
食摊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酱卤猪
耳朵分别被处罚遥

非授权签字人签发检验检测报告

综保仓储物流公司
被罚款 10000 元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 9 月 15 日袁 商报记者从海口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综合保税区分局了解到袁 海口综
保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因非授权签字人签发检
验检测报告袁近日被罚款 1 万元遥
6 月 30 日袁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
员对位于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 69
号海口综合保税区联检大楼 101 号房的海口
综保仓储物流有限公司进行检查袁发现该公司
在开展机动车安全检验检测经营活动中袁存在
非授权签字人签发检验检测报告遥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保税区分局
表示袁 海口综保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在开展机
动车安全检验检测经营活动中袁 非授权签字
人签发检验检测报告袁 鉴于海口综保仓储物
流有限公司积极主动配合调查袁 如实提供证
据袁及时改正错误袁违法情节轻微袁没有带来
社会危害后果遥
商报记者注意到袁9 月 8 日袁 海口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综合保税区分局对海口综保仓储
物流有限公司作出罚款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遥

修改旅客信息的机票袁黄某某还登陆
中航信息系统修改了航班日期遥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系上海某航
空公司前员工袁 于 2020 年 2 月份辞
职袁随后王某某经朋友介绍认识李某
某袁2020 年 4 月份袁由于新冠疫情在
国外爆发袁外国旅客急于回国袁导致
国际航线机票紧缺袁于是王某某与李
某某两人商议通过倒卖国际机票牟
取暴利袁所获钱财两人平分遥 李某某
负责收集回国客户袁李某某通过多个
机票销售代理获取旅客的个人信息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谢佳宁 通讯员 张海哲 摄影报
道冤 9 月 15 日凌晨 0 时许袁 三亚交警
高速公路管理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袁称
在 G98 高速公 路由 西 往 东 方 向 225
公里处路段袁 一名女子驾驶搭载一名
儿童的二轮电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
驶袁存在严重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遥
接警后袁交警路管员黄在东尧陈大
广尧王隆华尧陈仁昌等人立即赶往现场
进行核查袁发现群众举报情况属实遥交
警路管员立即通过喇叭喊话示意并护
送其从前方互通口驶离高速公路遥
经了解袁 二轮电动车驾驶人李女
士由于对路况不熟悉袁从荔枝沟互通
误入高速公路行驶遥 对此袁交警路管
员立即联系李女士家属将其与儿童
接回袁并对其驾驶二轮电动车进入高
速公路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
罚款处罚遥

海南 8 个月
快递业务量

海口检方批捕 4 人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据了解袁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原系
海南某航空公司广州售票处员工袁
2020 年 5 月至 6 月期间袁 通过修改
中国民航信息系统机票信息尧伙同机
票销售人员黄某某倒卖从多伦多飞
北京的国际机票牟利遥 2020 年 4尧5
月袁黄某某向刘某某求购从国外回国
的机票袁 二人约定了机票的收费情
况遥 随后袁刘某某非法登陆中航信系
统通过备注野宾客领导冶手段给黄某
某出了 5 张机票袁通过修改旅客信息
的手段给黄某某出了 7 张机票遥对于

女子带娃骑行
误入高速公路

海口

非法篡改中航系统，倒卖国际机票牟利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魏铭纬冤 9
月 15 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从海口 市秀英区人民
检察院获悉袁近日袁该院依
法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
罪对涉嫌 在疫情期间违规
修改中航信离港系统倒 卖
国际机票的犯罪嫌疑人 刘
某某尧 黄某某和王某某尧李
某某批准逮捕遥

目专项整治曰
7尧开展旅游营运车辆安全管理尧司机培
训尧服务监管工作袁加强对游船旅游二次消
费的产品监管曰
8尧大力打击各类黑车尧黑船等非法营运
行为曰
9尧 加大对免税店购物场所的业务指导
和监管检查力度袁有效降低购物点的投诉曰
10尧加大对非法拉客尧揽客问题的整治
力度曰
11尧打击沙滩摩托车非法拉客袁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曰
12尧规范涉旅宗教活动场所秩序袁严厉
打击涉旅宗教活动场所借教敛财以及个别
旅游企业宣扬迷信尧 诱导消费等违法违规
行为遥

及电子客票号后发给王某某袁王某某
则通过非法进入中航信的离港系统
对旅客机票信息进行修改袁从而达到
倒卖国际机票牟取暴利目的遥
秀英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袁该案中
嫌疑人利用疫情实施犯罪活动袁社会
危害性大遥 4 人的行为均已触犯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第二百八十五条
第二款的规定袁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遥
目前袁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
当中遥

7616.56 万件
25.08 亿元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勇合冤 1-8 月袁 海南省邮政快
递业持续发力袁行业业务收入渊不包括
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冤 累计完
成 25.08 亿元袁同比增长 20.24%曰业务
总量累计完成 21.45 亿元袁 同比增长
29.97%遥 全省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
计 完 成 7616.56 万 件 袁 同 比 增 长
48.97%曰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5.94 亿
元袁同比增长 35.58%遥 快递业务量尧收
增幅均位列全国三甲袁 其中快递业务
收入增速持续全国领先遥 不仅显现了
全省快递发展的蓬勃活力袁 也展现了
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的强劲活力和巨
大潜力遥 创 2018 年以来新高袁快递业
务量收持续领跑全国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