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娱乐场所
存在多处火患

海口琼山消防进入微捌主题酒
店“排雷”

本报讯（记者程敏 林小钦 通讯员王秀青）8 月 28 日，
海口市消防支队琼山大队深入微捌主题酒店进行消防安全
检查，发现该酒店存在火灾隐患，执法人员责令立即整改，
并立案处罚。

当天，执法人员重点检查该场所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是否保持畅通，消防设施设备是否保持完好有效，员工消防
安全培训是否到位。检查发现，该酒店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
部分应急照明灯未保持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堆放杂物，员工
不会使用灭火器材。对此，执法人员当场下发《责令立即改
正通知书》，要求单位负责人立即对隐患进行整改，并现场
拍照取证，进行立案处罚。检查结束后，执法人员还现场对
该酒店员工进行消防培训。

消防监督人员检查酒店火灾报警系统消防监督人员检查酒店火灾报警系统

消防官兵现场破拆救援消防官兵现场破拆救援

3车追尾1人被困
海口消防破拆车辆救出被困司机

本报讯（记者程敏 林小钦 通讯员杨
宇鑫）8 月 27 日晚，海口市秀英区永万路与
椰海大道交叉口往火山口方向发生一起 3 辆
货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海口消防支队官
兵到场后成功救出 1 名被困人员。

8 月 27 日 18 时 50 分，海口市消防支队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报警后，立即调派特勤
一中队 3 辆消防车、20 名消防官兵携带相应

器材赶往现场。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后发现
3 辆货车发生连环追尾，中间货车驾驶室已
变 形 ，驾 驶 员 大 腿 卡 在 方 向 盘 下 无 法 动
弹。消防官兵立即使用破拆工具组对事故
车辆前部进行破拆，同时在现场拉起警戒，
防止发生二次事故。19 时 20 分，消防官兵
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并移交给到场的 120
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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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程 敏 林 小 钦 何 海 东
通讯员王奇学）8 月 28 日上午，海口市一名
女子在美兰区海甸岛白沙门公园跳海自
杀，海口市海甸消防中队官兵及时赶到现
场将其救上岸。

当天 10 时 11 分，海口市消防支队 119
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美兰区海甸岛
白沙门公园海边有人溺水。接警后，美兰
区消防大队海甸中队立即出动 1 辆抢险救
援车、5 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10 时 15 分，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了解到，该溺水者离最
近的岸边约 200 米，一名热心的男性市民已
下到海中救援。消防指挥员立即命令 2 名
水性好的消防官兵穿戴好防护装备后，从
离溺水者最近的岸边下水救援。10 时 31
分，2 名消防官兵与群众合力将溺水者救上
岸，随即将溺水者移交给在场 120 救治，该
女子并无大碍。

据了解，该女子叫张某某，今年 28 岁，
是贵州人。该女子表示当天早上是因欠钱
又喝了点酒，心中有了跳海自杀的想法，但
是跳入海里后感觉到害怕，于是大声呼救，
好心的市民帮忙报警，才捡回一条命。

1女子因欠钱酒后跳海自杀
美兰消防联合市民成功施救

消防官兵与市民合力救援溺水女子消防官兵与市民合力救援溺水女子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 通讯员吕
桂红）8 月 26-27 日，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
治安管理分局在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中，
查获无证驾驶 1 起，不按规定使用远光灯 2
起，违法停车 5 起（强制拖车 1 辆），超限超
载、改变车辆外观 3 起，饮酒驾驶 3 起；会同
相关部门深入企业检查 2 次，当场整改 3 处。

此次行动，该局采取定点、巡逻等方式，

24 小时不间断执法，设立了三个专项整治
点，对所有过往的超载超限、非法改装、改变
车辆外廓尺寸，擅自加高车辆货箱栏板，增
加钢板、超速、超员、违法会车、无资质人员
驾驶客车、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实行“查、
扣、记、拆”等强制措施，一律按照相关政策
进行严处重罚，确保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查
处一起，纠正一起。

据了解，为确保“降事故 保平安”道路
交通安全整治工作的顺利进行，洋浦公安局
紧紧围绕“降事故保平安”这一主题，通过悬
挂宣传横幅、张贴事故案例挂图、发放宣传
资料、上交通安全培训课等形式以案示警，
普及恶劣天气下安全驾驶、紧急避险、应急
救援处置等相关知识，进一步提升驾驶人安
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洋浦公安局24小时不间断执法开展交通安全集中整治

查处14起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肖超）8 月
28 日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各学校的开学第
一课在该县消防大队开课，活动中共发放消
防教程 10800 册，宣传光盘 500 个，宣传资料
600 份。

据了解，为加强全县各学校、幼儿园消防

安全管理及教育工作，推动白沙县中小学、职
校和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活
动，该县消防大队与教育局联合下发了《关于
开展“开学第一课”消防安全教育活动的通
知》，8 月 28 日，在该消防大队举行了开学第
一课——“消防进学校”宣传培训资料集中发

放活动。此次活动中，消防部门共发放消防
教程 10800 册，宣传光盘 500 个，宣传资料 600
份。下一步，该县消防部门还将在各中小学
校和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同步课堂”、
公益广告专题展播、疏散逃生自救演习、“我
是小小消防员”征集等“五个一”活动。

白沙县各学校开学第一课学消防

发放消防教程10800册

海口琼山消防检查3家人员密集场所

督促整改火灾隐患7处
本报讯（记者刘毓安 通讯员殷凤岭）8 月 28 日，海口市

消防支队琼山大队执法人员对辖区大型商场、超市、网吧等
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共检查单位 3 家，督促整
改火灾隐患 7 处。

大队执法人员重点对各营业场所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是否畅通；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善，灭火器、室内
外消火栓和电气线路是否合规进行了检查；随机抽查了各场
所员工的“四个能力”掌握情况。执法人员检查发现部分场
所存在室内消火栓被遮挡、常闭防火门闭门器损坏等安全隐
患，当即提出了相关的整改意见，要求被相关单位迅速落实
整改措施，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加大电气线路巡查和火灾隐
患自查力度，加强员工消防培训，提高员工应对火灾的能力，
保持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海口琼山消防开学前

走进幼儿园
“消防扫盲”

本报讯（记者程敏 林小钦 通讯员王秀青）8 月 28 日，
海口市消防支队琼山大队走进金竹园、天龙湾 2 家幼儿园，
排查火灾隐患，确保幼儿园开学前消防安全。

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以落实单位主体责任、夯实学校
消防安全制度为重点，紧盯学校巡查、检查制度落实情况，
检查宿舍、食堂的线路敷设情况及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情况，
并抽查教师是否具备扑救初起火灾和引导人员安全疏散的
能力。检查发现，2 家幼儿园的工作人员不会使用灭火器和
消火栓。对此，检查人员召集幼儿园内所有工作人员，现场
对灭火器、消火栓的使用方法进行详细的讲解，并指导工作
人员使用灭火器和消火栓。检查人员要求 2 家幼儿园负责
人在开学前期必须对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培训，开展消防应急
演练，确保幼儿园消防安全。

海口消防、教育部门联
合开展开学前消防安全检查

整改火患32处
本报讯（记者程敏 林小钦 通讯员杨宇

鑫）8月28日，海口市消防、教育等部门组成
联合检查组，对全市中小学校开展开学前校
园消防安全检查，共整改火灾隐患32处。

检查组先后深入第九小学、五源河学
校、滨海九小等中小学开展检查，发现部分
学校灭火器维护保养不到位、安全疏散指
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损坏、教职工对灭火
器材的操作方法不熟悉，检查组责令学校
消防安全责任人立即或限期进行整改，并
认真做好整改期间的消防安全防范工作，
同时要求学校加大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力
度，严格落实每日防火巡查制度，对难以
整改的火灾隐患，要采取防范措施。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肖超）8 月 28 日中午，白沙
黎族自治县消防大队在一小区内，将被“咬”在一健身器材
上的一名小孩成功救出。

当天 11 时许，该县消防大队接到群众报警：位于白沙县
农场 1 队的一名小男孩的左脚被公共健身器材“咬住”，请求
消防救援。白沙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发现一名小男孩的左脚
卡在一部背部按摩器上。消防官兵一边安抚被困小男孩的
情绪，一边利用液压剪扩器对背部按摩器进行破拆。11 时
31 分，小男孩被成功获救。

白沙消防提示，户外健身器材大多是根据成年人的人体
力学来设计的，不适合小孩子使用，孩子在玩耍时很容易受
到伤害，广大家长朋友应尽量少让孩子使用这些健身器材，
或全程陪同指导孩子使用健身器材。

海口食药监推进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创建

建成4条示范街130家示范单位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唐静仪)8

月初，海口市食药监局印发方案推进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示范街（区）、示范店工作。截至
目前，海口市已建成 4 条示范街（区）和 130
多家示范餐饮单位。

据了解，为全面提升全市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水平，8 月初，该局正式印发了《海口
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街（区）、示范店
工作方案》，要求按照“分类指导、示范带
动、分级实施、社会参与”的工作原则，着力
打造一批高水平的餐饮服务示范单位和示
范街（区），以示范引领辐射效应，有效带动
全市餐饮服务单位提升食品安全自律意识
和 管 理 水 平 ，切 实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饮 食 安
全。截止目前，海口市已建成兴丹路、京华
城等 4 条示范街（区）和海口希尔顿酒店、海
口竹林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 130 多家示
范餐饮单位。海口市实验中学等 3 家学校
食堂被省食药监局、省教育厅授予省级食
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堂称号；海口市第一中
学等 12 家学校食堂通过省级食品安全示范

学校食堂创建初核工作，目前正向省食药
监局、省教育厅申请复核工作。

该局在充分调研全市餐饮单位食品安全
管理水平的基础上，根据《食品安全法》等法
律法规要求，制定确实可行的食品安全示范
街（区）、示范店创建标准和创建评审流程，选
取一批基础较好的餐饮街区和示范店作为培
育对象，以“打造一批、创建一批”的总体思
路，在全市范围内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多
层次、全方位、全业态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
范群体，充分发挥示范单位的引领带动辐射
作用。同时，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建设 15 分
钟便民生活圈、特色餐饮、夜市美食街等工作
部署，根据海口市餐饮服务单位规模和硬件
设施基础，分别设计了 10 平方米、30 平方米
的餐饮服务后厨平面布局图、后厨鸟瞰效果
图及后厨人视效果图，规范指导餐饮服务单
位建设规范化后厨。对初步列入食品安全示
范店和示范街（区）培育对象的经营户，针对
性地指导合理布局及配备软硬件设备设施，
确保经营场所符合规范要求。 食药监执法人员深入示范街后厨检查食药监执法人员深入示范街后厨检查

（上接 1 版）

信访突出问题办结率96%

8 月 18 日中午 11 时 40 分许，东方市天
气闷热，一场大雨即将来临。东方市信访
局局长麦鸿飞丝毫没有被天气影响工作
的专注，表情严肃，坐在办公桌前翻看信
访案件办理情况台账。

“今年上半年，东方市委、市政府印发
《东方市信访案件责任分解表》，各乡镇、各
部门共排查辖区的信访突出问题共190件，
涉及34个职能单位。”麦鸿飞一边翻看着厚
厚一沓信访案件台账一边向记者介绍，台
账里详细介绍了每个案件的案情、矛盾点、
化解方案和目标等信息。在翻看到一起今
年 8 月初被成功化解的因占用公共巷道而
引发的纠纷时，麦鸿飞表情略显欣慰。

“这是一起八所司法所成功化解的纠
纷，经验非常值得借鉴。”麦鸿飞回忆道，早
前，八所镇滨海社区居民陈某等人以修建
围墙为由，不断侵占公共巷道扩充其宅基
地，给社区居民出行造成不便，附近居民对
此意见极大，居委会多次协调未果后，请求
司法所介入调处。了解详情后，司法所工
作人员倪俊祥、封志及镇政府工作人员召
集相关居民到达现场，让居民对这种损害
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评议，同时耐心说服
教育。最终，陈某等人终于认识到自己错
误，同意拆除其违法修建的围墙。

“司法所和镇政府将这起纠纷化解于
无形，有效地维护了当地的社会和谐稳
定。”麦鸿飞介绍，截至 8 月 17 日，190 件信
访突出问题中，实体办结 101 件，程序性办
结 82 件，未办结 7 件，总体办结率 96%。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实行动态管理

东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韩宇介
绍，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各乡镇、各部
门、各单位要根据工作实际深入开展矛盾
大排查、大调处活动，采取经常性排查、重
点排查、敏感期排查与滚动排查结合的方
法，全面掌握本辖区、本部门存在的矛盾
纠纷，摸清底数，做好造册登记，建立台
账。排查工作每月一次，一月一报，村一
级的排查工作，每月两次，每月底上报乡
镇综治办，乡镇综治办汇总后报市委维稳
办，一级报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形成工
作报送机制，重大矛盾纠纷应详细说明问
题的来龙去脉，分析存在问题症结，评估
其可能存在的不稳定隐患，研究制定出化
解矛盾的措施，做到一件一报，随时上报
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市委维稳办负责跟踪
督办，定期通报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进
度情况，实行动态管理。

“坚持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
理、防止激化的原则，切实贯彻‘三七三’
工作机制，把预防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作
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经常性工作，抓紧
抓好。”韩宇表示，各部门、单位各负其责、
齐抓共管，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
在本部门、本单位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
真正做到“排查得早、发现得了、防范得
严、控制得住、解决得好”。

背部按摩器
“咬”住小孩脚
白沙消防破拆健身器材救援

小男孩的左脚被卡在一背部按摩器上小男孩的左脚被卡在一背部按摩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