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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农办2018年8月份农资质量抽检情况
为加强农资产品质量监管，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2018年8月份石狮市农办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落实“双随机一

公开”机制，加大农资产品抽检，避免发生由农资产品造成的农业事故，切实保障农户的权益。现将2018年8月份农资质量抽检
情况公布如下：

监督服务热线：石狮市农办88712996；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88698521。

序号

1

2

3

辖区

湖滨
街道

受检单位

石狮市环绿农资贸易有限
公司

石狮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石狮市农裕化肥
经营部

受检样品

博士威新科-阿维菌素

扬农-高效氯氰菊酯

过山风-啶虫�仲丁威

新打-甲维�虫酰肼

净耙-精喹禾灵

哈利-2甲�唑草酮

神杯-啶虫脒

多来米-丁草胺

上禧-虫螨�丁醚脲

高威严-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施途-复合肥料（高塔硝硫基）

标称生产厂家

海南博士威农用化学有限公司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真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冠龙农业有限公司

安微嘉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富美实植物保护剂有限公司

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

南通南沈植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凯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陕西皇牌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云逸化工有限公司

标注登记证号

PD20082708

PD20040270

PD20181867

PD20151308

PD20082352

PD20097259

PD20151438

PD20152331

LS20160061

PD20120919

鄂农肥（2014）准字
号0423号

标注生产批次

20171210

201804040101

20180807

20170504

20180319

20180614

20180111

20180223006

20170225501

20171229

20171105

委托检测
机构

漳州市农
业检验监
测中心/福
建省农产
品质量安
全检验检
测中心（漳
州）分中心

检测项目

有效成分
含量和未
经登记的
农药成分

有效成分
含量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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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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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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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冻库穿棉袄，
出冻库穿短袖

27岁的冻库工人小黄在我市

正源水产冻库上班，每次进冻库

之前，小黄都必须好好地把自己

“包裹”起来。冻库大门一打开，

中间是一道冷热交替的隔离带，

空气中的水气在这里瞬间被雾

化，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穿过

这道隔离带踏进冻库大门，一股

强烈的冷空气扑面而来。身体最

明显的变化就是鼻子的呼吸不适

应，本来在常温下呼吸还带有湿

气，一入冻库瞬间感到空气干燥，

鼻腔里的水分瞬间被冻成冰。给

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冷！非常的

冷！对于身体上这么明显的反

应，小黄早已习以为常，一转眼他

已爬上叉车操作起

来，不停地出货、进

货、搬货、徒手搬运物件等。

在近 30℃至零下
25℃之间进出上百次

温度越低，海鲜保存越久、

越新鲜。在冻库里不到5分钟，

小黄的帽子、衣领上，也渐渐结

起了白霜。“冻得直发抖，人都蒙

了！”小黄说，“第一天进冻库，就

是这感觉。”一个上午，小黄就在

30℃至零下25℃之间进出了数

十次。在炎热的天气里，频繁地

进出冻库，对工人的身体要求是

莫大的考验。进货多时，在烈日

下搬货，棉裤都要湿透。整理完

货物就要送进冻库，身上的汗水

瞬间又结成冰。在繁忙的时节，

一个冻库工人要在冻库里工作8

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每天进出

上百次。

调整自身身
体素质才是关键

有时，手被冻僵了，小黄

就到外面“暖和”一下。有时，忙

得停不下来，小黄只能通过搓搓

手、运动给自己取暖。相对于要

在冻库里工作一整天的工人来

说，更多的是要调整自身的身体

素质来适应这种环境。小黄说：

“由于温差太大，冻库工人经常

感冒或中暑，下班后最安逸的

事，就是喝一碗姜汤、打一次火

罐。”空闲时，小黄会去打篮

球、跑步以及做一些体育锻

炼，确保自身的身体素质

过硬，才能胜任这份冰

与火的考验。

（记者 李荣鑫）

秋天的太阳并不算毒辣，但气温也近30
度。而有一群人，却穿着棉袄在工作。他们就
是冻库工人，本期《一天》跟随记者镜头走进冻
库里的冰冻世界。

冻库工人的“冰火两重天”
一天

▲在“冰冻世界”里搬运冰块

▲进货时在室外穿着短袖 ▲进冻库前一定要穿好棉袄

▲冷得不行了就给自己搓手取暖 ▲在冻库里娴熟地操作叉车

▲清理冻库的积冰▲每天在近30℃至零下25℃之间进出上百次

体坛动态

文博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

第二季启动仪式近日在故宫博物

院举行，河北博物院、山西博物院、

山东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四川博

物院、云南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

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8

大博物馆（院）全新加入阵营。

《国家宝藏》总制片人吕逸涛

表示，第二季节目会拿出更专注、

更审慎、更极致的态度去精雕细

琢，既扎实深耕，又优化提升。

据介绍，《国家宝藏》第一季

节目播出时，集结了9大国家级

重点博物馆（院）、27件顶级国宝

重器，融合演播室综艺、纪录片、

舞台剧表演、真人秀等多种表现

形态，引发了一股自荧屏“燃”到

线下的“博物馆热”。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

“通过《国家宝藏》第一季，9大博

物馆观众人数迅速增长，年轻观

众迅速增长。不但改变了我们观

众欣赏综艺的态度和感受，而且

改变了博物馆的思维方式。”

新一季也有老传统，依旧是

001号讲解员娓娓讲述27组文物

的前世传奇、今生故事，使沉默的

文物得以复活。

经过第一季的播出，越来越

多博物馆愿意加入到“复活”行

列。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

“一年前，故宫决定与《国家宝藏》

栏目合作时，应邀8家博物馆中

很多都打来电话询问故宫真要参

加综艺节目吗，你们参加我们才

参加。如今第二季筹备阶段，应

邀博物馆没有一家给故宫打电

话，反倒有不少没有被邀请的博

物馆打来电话，追问什么时候能

够上《国家宝藏》。” （新华）

《国家宝藏》第二季正式启动

8大博物馆（院）加入《国家宝藏》第二季
据新华社纽约10月9日电 国际网球名人堂

9日消息，2019年该名人堂首次增加的网络票选

结果已出炉，中国两届大满贯女单冠军得主李娜

力压克罗地亚选手伊万尼塞维奇和法国选手皮尔

斯成为“人气王”，这意味着她距成为网球名人堂

中国第一人已近在咫尺。

国际网球名人堂今年首次设立了网络投票环

节，前三名可以分别获得3%、2%和1%的加分。

之后由记者、专家等组成的评审团投票中，获得超

过75%的赞成票再加上网络投票积分将决定入选

名人堂的最终结果，并将在2019年的澳网上揭

晓。

“能够入围国际网球名人堂提名是一种荣耀，

真的非常感激球迷们的一直支持，他们对我的职

业生涯来说非常重要。”李娜说，她对明年的最终

结果非常期待。

自1954年国际网球名人堂成立以来，来自23

个国家和地区的254名选手已入选，此次李娜将

有希望成为进入这一名人堂的第一位中国选手。

被提名2019年国际网球名人堂的八位候选

人还包括：瑞典选手比约克曼、西班牙选手布鲁格

拉、西班牙选手马丁内斯、俄罗斯选手卡费尔尼科

夫、奥地利选手穆斯特。

李娜领跑
国际网球名人堂网络票选

本报讯 10月10日晚，“海

丝杯”蚶江镇第三届村级篮球

赛在厝仔村开幕，石壁、水头代

表队，青莲、洪窟代表队分别在

厝仔赛区、石湖赛区展开较量。

此次赛事由中共蚶江镇委

员会、蚶江镇人民政府主办。

“海丝杯”蚶江镇第三届村级篮

球赛为期7个晚上，共有蚶江、

厝仔、洪窟、东垵、锦里、水头、

莲埭、石湖、石壁、莲塘、溪前、

青莲、大厦、古山等14支代表队

参加比赛。每场比赛都吸引了

村民、外来务工人员和蚶江镇

辖区篮球爱好者前往观看、助

威，精彩的比赛不时赢得场下

观众阵阵喝彩。

（记者 兰良增 郭雅霞 通

讯员 黄金锁）

“海丝杯”蚶江镇第三届
村级篮球赛开赛

侨乡体苑

据新华社巴黎10月10日电 法国球星本

泽马返回国家队的愿望或许已经落空了。

法国当地媒体10日发布的一篇对法国

足协主席勒格拉埃的访问中，勒格拉埃本人

并不看好本泽马回归国家队。“我觉得本泽

马和法国国家队缘分已尽。”格雷说。

本泽马上次代表法国国家队出战还要

追溯到2015年10月，虽然他已经进入了今年

金球奖的最终30人候选名单，但他与法国队

主教练德尚的关系目前依然冷若冰霜。

2016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前，因为本泽马

没有进入最终的大名单，所以这位皇马球员

抱怨称，德尚没招自己进入国家队是因为迫

于种族主义者的压力。

此外，本泽马还涉嫌对前法国队队友巴

尔武埃纳进行敲诈勒索，此事也让法国足协

对他印象变糟。“这个案子已经拖了三四年

了，案子应该早点有个结果。这起案件也让

我们和本泽马的关系变得复杂。”勒格拉埃

说。本泽马至今81次代表法国国家队出战，

共收获了27个进球。

法国足协主席称
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已结束

聂远深陷
《黑暗迷宫》

由温河导演，聂远、葛天领衔

主演的悬疑犯罪电影《黑暗迷

宫》，近日首度曝光一组“魔方”版

人物海报。七张海报皆为暗黑基

调，整体风格波诡云谲。不同人

物魔方中的场景也暗藏玄机，抽

丝剥茧般一步步揭开黑暗中的真

相。

《黑暗迷宫》主要讲述了几个

素不相识的荒野客车乘客，因一

起针对女性的连环变态绑架杀人

案，误入隧道迷宫，陷入平行时空

死循环，几位主角组成“巴士组

合”，想方设法逃脱迷宫的故事。

聂远在《黑暗迷宫》中也将会有

“双面”的表演呈现，展示角色内

心癫狂与理性的对撞。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