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嘟嘟嘟……”8 月 24 日 5 时 30 分，一
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声打破黎明的宁静，
参加武警海南省总队第三季度琼北片区

“魔鬼周”极限训练的百余名特战队员迅速
集结，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当天清晨，记者
跟随并记录下琼北片区极限训练营特战队
员们训练的身影。

“魔鬼周”极限训练残酷是常态

“坚持住！举起来！1……2……”当天
上午 6 时，在定安某地，特战队员们全副武
装，正在进行托举圆木训练。参训官兵 6
人一组，将重达 300 斤的圆木扛在肩膀上连
续举起放下。

据了解，此次琼北片区的“魔鬼周”极
限训练从 8 月 22 日正式开始，历时 7 天，参
训官兵需完成近 40 个科目的训练。特战队
员们每天要在负重 30 公斤的情况下，进行
16 个小时以上的训练，并按照科目设置连
续作业。

“既然是‘魔鬼周’极限训练，残酷就是
常态。所有科目的设置，为的就是提高特
战队员在复杂艰险条件下的综合作战能
力。”导调组长武警海口支队副支队长赵
云林介绍。

特战队员的苦与乐

“砰砰砰！1 号靶，6 发全中。”当天上
午 8 时，特战队员们开始“手枪奔袭射击”
训练。记者在现场看到，队员们 6 人一组，
快速将弹匣装入弹袋，再敏捷地沿设定区
域奔跑 500 米，然后在距离靶位前 30 多米
的位置，迅速将子弹上膛，对隐现目标进行
射击。而这一系列的动作，都要求在 2 分
20 秒内完成才算合格。

“周鹏，6 发 5 中，优秀。”刚以优秀成绩
完成此次训练的海口市支队一班班长周鹏
松了一口气，擦着汗缓步走到旁边稍事休

息。周鹏告诉记者，他已经连续多次参加

武警“魔鬼周”训练，每次都在最坚持不下

去的时刻再次突破极限。

此时，刚刚合格完成此项训练的海口

市支队新兵沈郑烽憨笑着说，“我会坚持训

练，突破自我，争取早日评上士官。”

“因为在实战中，都是在强烈运动后进

行射击的，所以我们这项训练科目，本着贴

合实战的要求，让战士们先进行 500 米奔

跑，再开始射击。”赵云林说，训练虽然强

度很大，也有支撑不住晕倒的新兵，但是却

没有叫苦的。

贴合实战挑战极限

“今天最后一个训练科目，宿营训练开

始。”当天晚上，由于阴雨天气，在训练基地

山脚下的草地上凝结了些许水珠，而这片

潮湿的草地，就是战士们今晚的“床”。一

天中经历了 7 个训练科目的战士们，表情
虽已略显疲惫，但在赵云林宣布完训练开
始后，战士们迅速打开单兵帐篷，撑展、固
定、吹气，不到一分钟，战士们完成此项训
练。

“为挑战极限，贴近实战，特战队员们
除了每天要进行大强度的训练外，晚上他
们还不能睡床，只能就地搭帐篷，野外宿
营。”赵云林告诉记者，海口市支队有 6 个
新兵参加这次魔鬼周极限训练，但是到目
前为止没有一个掉队，有些特战队员因为
常年累月的训练，多少有些伤病，但是所有
队员都能坚持完成高强度的体能科目，一
次次突破极限，“外出训练时，所有队员的
被褥、生活用品都打包放在他身后的那个
背包里，走到哪儿背到哪儿，都是按照实战
标准来要求的。我们的目的就是锻造特战
队员能够随机应对不同气候、地形特点，顺
利完成各种任务的能力。”

本报记者直击武警琼北片区“魔鬼周”极限训练，有人晕倒却无人叫苦

贴近实战挑战极限
□本报记者肖倩 和婷婷 通讯员蒋波 何野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唐静仪）8
月 22 日上午，海口市食药监局局长符勇带
队到俗称海口“豆腐城”的冯村豆制品生产
基地的车间进行检查，对“豆腐城”出现的
食品安全卫生问题进行把脉问诊。针对存
在的问题，海口市食药监局对“豆腐城”开
出 12 项必做清单和 12 项禁做清单。

据了解，必做清单包括：加工区应有完
善的密闭式排污系统；应具备良好的通风
条件；“三防”设施应到位；加工工艺布局设
计合理，避免交叉污染；直接接触食品的设
备、工具和容器，必须用无毒无害无异的材
料制成等 12 项内容。禁做清单包括：厂区
周围禁止有毒有害气体、烟尘、粉尘、放射

性物质及其他开放性污染源；禁止使用农
残超标、腐败变质、受工业“三废”污染的材
料作为豆腐加工原材料；禁止未取得健康
证明的人员从事接触入口食品加工工作，
禁止工人赤膊加工豆腐；禁止非法添加化
学有害物质、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禁止
使用污染水源加工豆腐等 12 项内容。

海口食药监局检查“豆腐城”车间安全卫生

开出“必做”“禁做”清单各12项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8 月 24 日，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对2017年上半年全省工程

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和建筑市场行为检查进

行通报。此次共抽查在建项目 41 个，工程

总建筑面积297万余平方米，共发出整改通

知书 41 份，发出执法建议书 16 份，提出整

改意见673条。

据了解，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开展2017年上半年工程质量安全提

升行动和建筑市场行为检查的通知》，省住

建厅于6月12日至27日开展2017年上半年

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和建筑市场行为检

查。共抽查在建项目41个，其中棚改房（保

障性住房）项目 5 个，商品住宅项目 26 个，

公共建筑项目 10 个，工程总建筑面积 297

万余平方米，共发出整改通知书41份，涉及

建设单位 40 家、施工单位 40 家、监理单位

39 家。共发出执法建议书 16 份，涉及项目

15 个、涉嫌违规单位 22 个。共提出整改意

见 673 条，其中质量意见 198 条、安全意见

266条、勘察设计209条。

检查发现，大部分在建项目各方责任

主体能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要求和我省

的行动方案部署，积极启动工程质量安全

提升行动，努力提高项目工程质量和安全

生产管理水平，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有

部分项目，相关责任主体对工程质量安全

提升行动重视程度不够，在工程质量、施工

安全、建筑市场行为及勘察设计等方面存

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有些是不同项目均存

在的通病。省住建厅对存在上述问题的抽

查项目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按期整改，各

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督落实。

省住建厅将对本次检查下发执法建议

书的项目进行曝光和通报，要求各市县建

筑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责

任主体及其相关人员依法予以从严查处，

并记入不良行为记录，在 9 月 15 日前将行

政处罚执行情况上报省住建厅。

省住建厅下发执法建议书的项目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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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琼山排查高层住宅消防隐患

针对问题

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本报讯（记者刘毓安 通讯员殷凤岭）8 月 24 日，海口市

消防支队琼山大队深入高层住宅小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据了解，在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重点对各高层住宅楼

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室外消火栓是否损坏；灭火
器材配备是否符合规定；自动消防设施是否正常运行；相关
规章制度是否落实等情况进行详细检查。同时，检查人员还
随机测试消火栓出水和水压情况，并抽查物业从业人员“一
懂两会”（即懂消防安全常识和日常防范措施，会扑救初起火

灾和火场自救逃生）掌握情况。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对不能现场整改的，依法下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海口琼山消防向中小学免费发
放3万本消防安全教育读本

助力校园消防安全教育
本报讯（记者程敏 林小钦 通讯员王秀青）8 月 24 日，海

口市消防支队琼山大队印制 3 万本《中小学消防安全教育读
本》，并计划在即将开始的新学期向辖区各中小学免费发放，
以此助力校园消防安全教育，提高校园师生消防安全意识。

据了解，此次印制的《中小学消防安全教育读本》结合部
分火灾案例、演练和实践活动方案编写，教材分为小学 1-3
年级、4-6 年级、初中、高中 4 个版本，符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
认知规律，便于学生学习、掌握和运用。小学阶段的读本主
要包括火灾危险性、消防安全标志、日常生活防火、火灾报警
与逃生常识等内容，初中、高中阶段读本主要包括消防法律
法规、防火灭火基本知识、消防器材与设施的使用方法、火灾
自救互救知识等内容。

一外籍船员突发疾病昏厥

三亚边检开通
绿色通道救助

本报讯（记者陈武 刘武军 通讯员王
雅琳）8 月 23 日晚，意大利歌诗达邮轮公
司旗下的“维多利亚号”邮轮上一名印度
籍船员突然抽搐，三亚边防检查站开通绿
色通道，及时救助患病船员。

据悉，当晚 8 时，三亚边检站接到凯旋
外轮代理公司的紧急求助电话，计划从香
港行驶至越南的“维多利亚号”邮轮上有一
名印度籍男性船员在途经三亚水域时突发
疾病，出现昏厥、全身抽搐等症状，急需靠
岸救治。接到求助电话后，三亚边检站立
即启动船员救助预案，开通“边检绿色通
道”，紧急联系搜救船和其他联检单位为患
病船员办理离船入境边防检查手续，并协
助医护人员将船员转移到医院进行治疗。
经过及时治疗，该外籍船员已脱离危险。

边检开通绿色通道边检开通绿色通道

琼海检查9家消防产品销售点

严禁销售
不合格产品

本报讯（记者林小钦 程敏 通讯员樊骁 王立夫）8 月
24 日，琼海市消防支队、工商局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市 9 家
消防产品销售点开展专项检查。

检查期间，检查组先后来到新金达消防器材商行、银盾
消防器材服务部、卫家消防器材专营部等消防产品销售点。
重点抽查灭火器、消火栓、消防接口、消防水带、消防水枪、消
防应急灯具、防火门等消防产品质量，并根据《消防产品现场
检查判定规则》对消防产品的外观标识、结构部件、材料、性
能参数等进行现场检查判定。同时，检查组还对各销售点的
营业执照、供货证明、进货明细是否齐全及消防产品市场准
入证明资料、认证证书、检验报告、质量标识、身份标识是否
符合规定进行了详细核查。

据了解，经检查发现，个别消防器材销售点的灭火器检
测报告已过期，消防水带无检测报告。对此，检查组当场责
令其负责人立即整改，对检测报告过期的产品，要立即联系
产品供货方更新检测报告；没有检测报告的要立即下架，严
禁在市面上销售。

两货车追尾1人被困
三亚消防官兵半小时帮被困者“脱身”

本报讯（记者陈武 刘武军 通讯员王通彬）8 月 24 日 4
时，位于三亚市海棠区海口往三亚方向过藤桥出口两公里处
两辆货车发生追尾事故，事故造成 1 人被困，经过三亚消防
官兵半小时的紧急救援，成功解救被困者。

当天 4 时 28 分，三亚市公安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称，位于三亚市海棠区海口往三亚方向过藤桥出口两公里处两
辆货车追尾，现场有人员被困。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迅速调
派海棠湾中队3辆消防车15名指战员赶往事故现场进行救援。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经侦查发现，高速路上有两辆中型
货车发生追尾，其中后面货车的车头受损严重，车门无法打
开，挡风玻璃被前方货车装载的钢筋货物基本撞碎，司机的
脚被卡在座椅下，动弹不得。前车司机告诉救援官兵，当时
他只听见一声巨响就立即把车停了下来，下车后发现追尾
了，就立即打了报警电话。随后，消防官兵首先使用液压扩
张器对车门进行破拆，之后利用破拆工具对卡住司机脚部的
金属物一点点进行破拆，最后利用液压撑顶器成功创造出救
援空间。经过半小时的努力，被困人员终于“脱身”。

海口一娱乐会所
擅拆消防设施

被龙华消防处以罚款5000元

本报讯（记者程敏 杨希强 通讯员覃浩）8月23日，海口
市消防支队龙华区大队决定对香港城神殿国际娱乐会所擅自
拆除消防设施、器材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5000元的处罚。

据了解，神殿国际娱乐会所位于海口市大同路 30 号香
港城 4 层，营业面积 3900 平方米。8 月中旬，龙华消防大队
对该场所进行突击夜查时，发现该会所 VIP 厅北侧一扇防火
门被擅自拆除，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
定。消防监督执法人员现场拍照取证，如实填写《消防监督
检查记录表》。8 月 23 日，龙华消防大队决定对神殿国际娱
乐会所处罚款 5000 元的处罚。

省住建厅通报15个违规在建项目
相关责任主体及其人员将被从严查处并记入不良行为记录

项目名称 涉嫌违规单位 存在的问题

海口新埠岛北半岛 2503 地块 广东省华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没有提供减震结构分析报告和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等行为。

恒大·御湖庄园E02-03地块（二期）
海南昌茂龙湖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办理的报建手续中，提供的施工、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法人授权书和工程
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存在代签名现象，有弄虚作假的行为。

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 配电房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必须整改才能施工。

文昌百合财富广场

文昌百合假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把桩基工程施工直接发包海南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省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未到岗履职。

华诚博远（北京）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等。

琼海商业步行街 海南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到岗履职，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2.现场配电
箱固定在外脚手架上，外电设施离正在施工的建筑物只有3米距离，未采取防护隔离措施。 3.
外架当支模架使用，导致外架变形、倾斜，外架基础不牢固，竹跳板较少，局部外架离墙距离较
大，达1M多。4.部分钢筋未采用抗震钢筋。

海南博鳌济民国际医学抗衰老中心 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把给排水、电气照明、消防、智能化专业分包给个人施工，无资质，涉嫌违法分包。
2 将桩基劳务分包给个人，涉嫌违法分包。3.外架无安全网，落地式卸料平台无防护栏
杆。4.现场未采取封闭式施工，无围墙及大门。5.楼层临边防护不到位，楼梯及洞口等无
防护措施。

海南·屯昌“御龙府”项目 II 标
海南豫隆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将桩基工程单独发包给非总包单位，未办理相关许可手续，涉嫌违法发

包。2.项目未报先建。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基坑支护直立段取消冠梁，未提供相关计算书，重要支护结构变更未重新申报论证。

三亚同心家园二十九期保障
性住房工程（第二标段）

华诚博远（北京）建筑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设计单位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等。

五指山市海南省第二卫生学
校教学大楼工程

海南卓众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监理机构人员长期不在岗履职，见证取样见证工作由外单位人员实施，由
外单位人员负责现场具体的监理工作，对施工单位违反强条的行为未履行好监理义务，
工地未配备满足监理工作需要的检测设备和工器具，项目总监不认真履行监理职责，且
同时担任超过 3 个项目的项目总监。

乐东天福雅苑（一标段）项目工程

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不按规定进行混凝土同条件养护试块的留置，不按设计要求进行沉降观测。

海南黎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不认真履行管理职责，不认真组织检查施工单位现场质量、安全工作，项目

总监同时在 4 个项目上担任项目总监或专业监理工程师。

东方市铁路中学高中部 北京龙安华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和未提供结构计算书等行为。

海南麓湖度假区（二期）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涉嫌超限高层建筑未进行超限抗震专项审查和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等行为。

东方市建筑工程公司 1.外窗设计是中空玻璃，现场使用单层玻璃。2.外门窗铝合金型材壁厚不符合规范要求。

中国海南海花岛 2 号岛二（三）期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1.274#楼 21 层梁柱钢筋核心区箍筋未安装绑扎，部分柱钢筋搭接在同一截面，梁底

箍筋未绑扎固定。2.多部位梁板墙出现砼质量严重缺陷。3.现场未按规定留置砼试块，
未按规定取样送检。

正恒帝景 辽宁北方建筑设计公司 设计单位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等。

碧 桂 园 金 沙 滩 海 邻 居 一 区 1#-

3#、7#楼

海南临高碧桂园方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未单列支付安全防护文明措施费，消防工程单独发包。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管理机构配备不满足工程建设需要。劳务分包工程款转账给个人。

广东国晟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人员变更手续不符合要求，工程例会纪要无会议签到记录，相关人员不了解现场建设情况。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涉嫌超限高层建筑未进行超限抗震专项审查和设计单位不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等。

临高恒泰阿奎利亚一期 安微省联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电梯司机存在无证上岗现象。2.1#塔吊到期未进行特种设备检测。3.6#标准层北

面未按图纸要求设置 GZ1。4.未见沉降监测资料。5.验槽记录无勘察单位签字。

琼中交管大队一46岁交
警猝死，同事称：

“不管什么任务
他能100%完成”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8 月 24 日凌晨
4：00 时多，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
管大队的一位交警执勤后发生猝死，他叫
邢福忠，年仅 46 岁。

“8 月 23 日下午 2 点，我接到牛营线 47
公里处的事故指令，便指派邢福忠等人前
去处理。”据该大队副大队长黄梦龙介绍
说，“到 18 时许，忠哥（邢福忠）的脸色就不
对了，说身体感觉有点不舒服，让他回去，
他还说要坚守岗位，一直拖到 19 时左右他
才回去。”

邢福忠的爱人脸上挂着泪说：“我睡一
个房间，他和孩子睡一个房间，到凌晨4点左
右的时候，睡梦中的儿子听到嘭的一声，起
来才发现他爸爸倒在厕所门口，不省人事。”

凌晨 4 点多，邢福忠经抢救无效死亡。
琼中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卢方贵

说，“不管交代什么工作任务，他总是能
100%完成。”跟他共事的同事无不惋惜：

“希望他一路走好。”

托举圆木练耐力托举圆木练耐力 记者高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