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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岛广场小区培训班椰岛广场小区培训班 见习记者杨晓晖 摄

本报讯（记者和婷婷）2 月 4 日下午，海
口市“12345+网格”大数据应用新闻发布会
在市政府服务中心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
2017 年，全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受理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劳动保障咨询转办件 1115 件，
受理 12345 热线劳动保障维权办件 3136 件。
其中，拖欠农民工工资办件立案 208 件，涉及
人数 1556 人，涉及金额 2764 万元，分别占全
市劳动保障维权案件的 19%、19.5%、22%。

据介绍，2017 年海口市劳动保障监察部
门受理的办件主要分布在龙华区、秀英区、
美 兰 区 ，3 个 区 的 办 件 数 占 总 办 件 数 的
87.78%。

据了解，2017 年海口市交警支队共办理
12345 热线转办件 51169 件，同比增加 36189
件，上升 3.4 倍。其中，按期办结率达 100%；
一次办结 49122 件，办结率达 96%；群众满意
48774 件，满意率达 95.32%，办件质量得到明

显提升。据统计，受理交通拥堵、机动车乱
停、机动车乱鸣笛扰民 3 类办件占全年总量
的 44%。对此，海口市交警支队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应用数据分析，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道路交通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7 年，海口市住建局主动与市 12345
热线办联动，全年涉及住建部门 45041 件。
其中，物业管理问题 23217 件，逾期交房问题
2119 件，房屋质量问题 3007 件。按期办结率

94.2%，满意率 90.5%。群众关注度较高的物
业管理办件，占比呈现逐月下降趋势，从 1 月
份的 8.05%下降到 12 月份的 4.26%，一次性办
结率和满意率均有大幅度提高。

2017 年海口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充分发
挥大数据分析在城市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全年市城管委系统共受理“12345”热线转办
件 6.2 万宗，占热线问题总量的 6%，办结率
达 100%。

省食药监局网上全文公
开食品药品行政处罚决定书

已公开1910宗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贺澜起

张博）记者 2 月 2 日从省食药监局获悉，我
省将监管信息公开作为食品药品监管的重
要执法手段，继 2016 年 11 月份推出“海南
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网”，在
系统公开违法商户地址、法定代表人、违法
详细情况、处罚时间、处罚次数等详细情况
的基础上，又将全省所有适用一般程序办
理的食品药品行政处罚决定书自行政处罚
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在“案件信息
网”上全文公开。目前，已公开2017年以来
的食品药品行政处罚决定书1910宗。

据悉，“海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
件信息公开网”将 2014 年以来省内 6122 个
食品药品生产经营户违法案件的信息全
部公开。

海口海秀镇开展春季禁
毒宣传进社区活动

开展游戏活动
调动群众参与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2 月 3 日下午，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借助海榆东文博府
小区举办迎新春业主联谊会的契机，该镇
禁毒办联合海秀派出所、海秀司法所、镇
工青妇、海榆东社区开展春季禁毒宣传进
社区活动。

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禁毒宣
传折页、禁毒宣传笔记本、设立禁毒咨询
台等方式向群众普及禁毒知识。同时，现
场还开展“看图猜毒品”的游戏活动以及
赠送神秘小礼品，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禁毒
宣传活动的积极性。

据统计，活动现场共悬挂宣传横幅 1
条，发放禁毒宣传折页 300 份、禁毒笔记本
500 份、《一人吸毒 全家遭殃》致家长的一
封信 200 份，接受禁毒咨询 100 人次。

海口交警曝光10辆驾驶
人不系安全带车辆

将被罚款50元
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2 月 4 日，

海口市交警支队曝光 10 辆驾驶人驾车不
系安全带的小型汽车。民警介绍，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海南省实施<道路交
通安全法>办法》规定，不系安全带将被处
以罚款 50 元的处罚。

曝光的10辆车为：琼A0KS58、琼A103H7、
琼 A0NX22、琼 A0RP28、琼 A2QX00、琼
A0KH38、琼A335N7、琼APG265、琼APL335、
琼A0ET36。

陵水多措并举开展防寒抗冻工作

要求各乡镇落实
民政物价等惠民措施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许光伟）2 月 2 日上午，记者从陵
水黎族自治县防寒抗冻专题会议获悉，陵水多措并举开展防
寒抗冻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活防寒和农业生产。

据了解，该县要求各乡镇、相关部门结合春节节前慰问，
精心组织开展走访慰问、帮扶救助、送温暖等活动，进一步落
实好民政、物价、保险等各项惠民措施，确保困难群众平安御
寒过冬；气象部门要加强气象信息监测工作，及时发布气象信
息；农业部门要发动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与
服务，做好冬季瓜果菜的生产保障；其他相关职能部门也要及
时研究物价稳定应急预案、食品安全应急预案等。

此外，陵水还将组成检查巡查工作小组，深入检查困难
群众防寒和农业生产保障等工作的落实情况。

五指山食药监局联合多部门检
查春节前食品安全

重点检查农家乐等单位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陈俊锦）2 月 2 日，五指山

市食药监局联合卫计委、工商局、农业局、旅游商务局等市
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开展五指山市 2018 年春节前食品安全
联合检查。

本次检查分为食品生产流通组、餐饮服务组、乡镇南片
组、乡镇北片组共 4 组人员开展联合检查，以农贸市场、超
市、酒行、食品生产企业、旅游接待酒店、餐饮店、农家乐等
为重点检查单位，检查食品生产企业 3 家、商店 5 家、超市 3
家、农贸市场 6 家、旅游接待酒店 2 家、餐饮店 14 家，下达监
督意见书 1 份，责令整改意见书 1 份，查封扣押物品决定书 1
份。该次联合检查出动执法人员 21 人次、执法车辆 8 车次。

去年海南海事处置海上遇险险
情118起

海上搜救成功率超9成
本报讯（记者程敏 通讯员何志成 曹锐）记者 2 月 2 日

从海南海事局 2018 年工作会上获悉，2017 年，该局实现“三
增四降”，即进出港船舶艘次、安全运输旅客人数、货物吞吐
量分别增长 20.4%、17.5%和 12.4%；水上交通事故数量、死亡
失踪人数、沉船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85%、
75%、50%、38%，保障旅客水上安全出行人数达 2754 万余人
次，水上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向好。

据了解，2017 年，海南海事局强化安全监管，持续增强
服务国家战略和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能力，全年共组织开展巡
航 3063 次，查处内河船非法参与海上施工作业 14 艘次，实施
行政处罚 371 件。同时，依法行政不断深入，签发国内首张
潜水器操作员适任证书和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落实停征船舶
登记费等便民措施，清退涉企保证金 465 万元，切实减轻企
业负担。此外，提升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和搜救机制建设，共
组织开展海上消防、救生、溢油等各类应急演习 10 余次，组
织防抗“塔拉斯”等 5 个影响辖区的热带气旋，处置海上遇险
险情 118 起，成功救助 442 人，海上搜救成功率达 95.9%。

本报讯（记者程敏 通讯员吴杨静）2
月 3 日，一名男子不听海口铁路公安处火
车轮渡北港派出所民警的劝阻，跑到铁路
线路上，妨碍了火车正常调度作业。海口
北港铁警依法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罚款
100 元。

2 月 3 日是春运的第 3 天，海口铁路公
安处火车轮渡北港派出所管辖的粤海铁路

北港码头车流、客流量逐渐增加。许多在
排队等候过海的旅客因为好奇，陆续到北
港码头火车栈桥旁看火车上船。为此，海
口铁路公安处组织执勤民警、特保全员上
岗，分别在地磅口、火车栈桥设卡，维持进
出港秩序，防止群众走上铁路，影响行车
安全。当天，旅客杨某不听劝阻，跑到铁
路线路上，恰逢火车调度作业，杨某的行

为妨碍了火车正常调度作业，海口铁警依
法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罚款 100 元。

海口铁警提醒：《铁路法》和《治安管
理处罚法》规定，禁止在铁路线上行走、
坐卧，擅自进入铁路防护网或者火车来
临时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抢越铁路，
影响行车安全的，可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
下罚款。

本报讯（记者和婷婷）“金盘实验学校旁
边有违建。”近日，有市民向海口 12345 政府
服务热线投诉：在南海大道金盘实验学校旁
边的安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存在一栋
违建铁皮棚。记者 2 月 4 日获悉，安骅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已经开始自拆违建。

据了解，接到市民反映后，12345 海口智
慧平台迅速联动龙华区城管局核实。1 月 16
日，龙华区城管局城西中队执法队员在现场
核实后，发现有一栋简易铁皮棚。由于当时
安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未能提供相关
文件，执法队员当场判定为违章建筑，并下

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城西中队在下达整改通知书后，多次派

遣执法队员前往现场继续跟进情况。同时，
在多次核查后发现该简易铁皮棚实际面积
已经超过 100 平方米，按照龙华区城管局相
关规定，城西中队已经将该办件移交给特勤
南中队继续跟进。

龙华城管特勤南中队执法队员李运恩
介绍，特勤南中队已经约谈了汽车厂的相关
负责人，要求在 2 月 9 日之前自行拆除。

热线工作人员了解到，2 月 2 日下午 4
时，安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已经组织人
力开始自拆。

本报讯（记者王季）2 月 2 日上午，澄迈
县福山镇联合该县安监局依法取缔群众举
报的在辖区红光居丰收队和镇墟农贸市场
共两家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窝点，现场依
法查获烟花爆竹共 64 箱、18 个品种，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和市场经营

秩序。
当天上午 8 时许，在获悉群众举报线索

后，福山镇迅速行动，立即组织镇安监所、消防
中队、供销社、福山派出所、红光派出所及红光
居等单位联合县安监局赶往现场进行核查，先
后在红光居丰收队一居民室内和农贸市场中，

现场发现有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行为，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检查组当即对非法经营存储
的烟花爆竹进行拍照取证和登记后依法查扣，
并移交县安监局进行依法处理。

据统计，此次行动现场依法查获非法经
营储存烟花爆竹共 64 箱、18 个品种。

澄迈福山镇依法取缔两家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窝点

现场查获烟花爆竹64箱

海口去年受理12345热线劳动保障维权办件3136件

拖欠农民工工资办件占近两成

海口交警走访钢材交易
市场等企业

加强货车超载
源头管控

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记者 2 月
4 日从海口市交警支队获悉，为贯彻落实
降事故、保平安、保畅通的工作原则，海口
交警秀英大队于 2 月 1 日深入走访钢材交
易市场等企业，加强货车超限装载源头管
控，督促企业切实保障安全生产。

当天，海口交警秀英大队分别走访秀
英海南钢材交易市场、海南海盛达钢材仓
储物流有限公司和地泵公司，要求管理方
加强源头管理，制定安全生产制度，严禁
货车超限装载。同时建立车辆进出场台
账，有效预防和限制带病车、超载车进出
场，切实加强源头治理，预防重特大交通
事故的发生。

民警还通过对典型事故案例的分析
及讲解，向市场及地泵公司管理方强调安
全生产的重要性，并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切
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监管的作用。

培训班被诉噪音扰民
海口城管局已责令调整培训时间

关注春运FZ

本报讯（记者董林 连蒙）为确保群众
安全出行，海口铁路公安处东方车站派出
所自 2 月 1 日春运首日起加强站、车、线反
恐防爆、安检查危、车站全封闭管理，加大
车站见警率。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东方车站派出所
民警出动百余名警力对海南环岛高铁西段
东方管段 60 公里、海南西环货运专线 78 公
里、昌八专用线 10 公里铁路线路进行每日
6 次巡查，排查安全隐患。

此外，东方消防支队消防官兵还联合
东方车站派出所民警在进站口发放宣传
单、册，并进行宣传讲解，提醒旅客出行注
意安全；乘坐高铁时，严禁携带易燃、易爆、
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及枪
支、弹药、管制刀具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
物品进站上车；小心看管随身携带的财物。

东方铁警加大车站见警率保平安

每日6次巡查高铁西段东方管段

东方车站派出所民警发放宣传资料东方车站派出所民警发放宣传资料

记者高凌 摄

跑到铁路上妨碍火车调度
一男子被海口铁警罚款100元

海口安骅汽车公司100平方米违建遭投诉

已组织人力自拆

本报讯（见习记者杨晓晖）近日，在海口市椰岛广场小
区上班的庞女士向本报反映，该小区楼里某钢琴培训机构每
逢中午休息时间便组织学生练习钢琴，不仅给周边居民造成
噪音污染，还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活。为此，龙华区城管与
工商部门介入调查，并要求培训机构调整培训时间。

“每天中午 12 点都能听到钢琴声，还有小孩吵闹声、讲
话声，实在是太吵了。”庞女士是一名在海口市椰岛广场小区
工作的上班族，每天中午，她通常在办公室里休息。

为此，记者走访了海口市椰岛广场小区，看到该培训班设
在椰岛广场 b2 栋 401 室，并发现多数居民对此意见很大。“培
训班不仅常在中午休息时间弹琴，还常常有学生和家长走错
路来按错门铃，影响我们正常休息。”该小区其他业主说道。

在小区居民楼里开培训班是否合法？为此记者致电海
南 12345 联系了海口市工商部门。

据海口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回应，该钢琴培训机构由“海
南快乐文化艺术教育中心”成立，经海南省教育主管部门批准
专业从事少年儿童音乐、艺术和文化等业余培训的大型教育
机构，有正规的教育局批文，因此该培训班属合法经营。”

为了解决噪音扰民的问题，2 月 1 日，海口市龙华区城管
局介入调查此事，并与该培训班工作人员协商培训时间调整
为：早上 8：00-12:00，下午 14：00-18:00。“若该培训班的训练
时间超过晚上 10 点，或不在协商的时间内训练，并给周边居
民的生活造成影响的，可拨打 110 或海南 12345 进行投诉举
报。”海口市龙华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1 月 22 日，本报 4
版刊发《洋浦一 600 平方米猪圈距海边不足
10 米 污水直排入海造成污染》一文，独家
报道了洋浦干冲滨海大道西侧的海滩上，
有居民在海边大肆兴建约 600 平方米的违
建猪圈。多年来，一直向海岸带直接排污
造成污染，洋浦执法部门屡次劝说其搬离
均遭到拒绝。

2 月 2 日，洋浦管委会组织多个职能部
门，出动约 200 人，对违建猪圈进行依法拆
除。当天上午，负责现场拆除的洋浦执法局
工作人员经现场清点，猪圈内有 255 头猪，并
把猪顺利驱赶到安全地带后，动用挖掘机将
猪圈、饲料仓库等一一拆除，并将拆除后产
生的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当天，记者在现场
看到，由于猪圈面积过大，工作人员一直忙
到当天中午一点才全部处理完毕。在清理
过程中，猪圈的私建者一直百般辱骂工作人
员，试图阻挠拆除工作。

在依法拆除完毕后，洋浦执法局古路华
局长对本报记者介绍说，“我们多次苦心劝
说猪圈的业主搬离，持续积极地做其思想工
作，但对方根本不配合，也拒绝自行搬离，还
提出过份的无理要求。”

古路华还告诉记者，一直以来，管委会
高度重视海洋环境保护的工作，按照《海南
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有关
规定，从环境保护大局出发，对污染海岸带
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我们不允
许任何人污染海岸带。”

《洋浦一600平方米猪圈距海边不足10米》后续

执法人员强拆违建猪圈
新闻追踪F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