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见习记者张星）7 月 9 日至 10
日，全省美丽乡村建设情况专题调研暨
2018 年海南环保世纪行活动调研组实地查
看万宁市龙滚镇文渊村、福塘村，文昌市东
郊镇下东村等美丽乡村建设情况。

7 月 10 日 16 时许，记者随 2018 年海南
省环保世纪行调研组一行在万宁市龙滚镇
文渊村看到，浓密而又齐整的绿化，一条蜿
蜒通往荷花池的栈道、栈道尽头是一个建
在荷花池中央的休闲平台……文渊村貌可
谓一步一景。万宁市副市长陈东海表示，
万宁将主抓一些美丽乡村村民内生动力不
足的问题，促进产业发展的多元化，切实抛
开美丽乡村“绣花枕头”的包袱。

“我们村建设资金大部分是靠市委市
政府、镇委镇政府的财政扶持，约占总资金
投入的 70%。另外再发动外出人员的捐资
出力，村里农户只是自发出一小部分。”文
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农居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记者了解，文渊村村民以外出建筑
务工为主，小的包工头就有几十户，工头再
带动村民外出打零工，因此目前村里劳动
力不多。目前，胡椒、槟榔、菠萝等农作物
只是小规模种植。2017 年底村集体收入仅
1 万元左右，且都来源于集体土地的出租。

“2013 年至今，我们已经召开了两次
座谈会，目前已经通过座谈会发动外出人
员捐资 12 万元。”梁农居告诉记者，全村
收垃圾费用一年要十几万，政府资金补助
7 万，剩余部分就由镇政府与村委会一起
筹集。

记者跟随调查组随后来到龙滚镇福塘
村采访时发现，该村规划打造的红色旅游、
华侨文化、海耕文化等目前没有开始的迹
象，也是因为资金不到位，产业收入不高，
建设项目难于实施。

“目前全村有 1600 亩菠萝、1000 亩槟
榔，再加上莲雾、荔枝等热带水果种植，作

为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初步统计，近海
捕捞作业的有 70 人，外出务工经商的有
370 人。”福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
圣吉告诉记者，2011 年，因为村里高位池污
水排放问题，海岸线 200 米以内的高位池
已经全部退塘还林。现在剩余的 200 多亩
高位池也因为养殖行情不好暂停投入生
产，村里的养殖产业收入也是微乎其微。

“怎么增加村民的产业收入，是我们现
在主抓的问题，有效提高村民的积极性，发
动他们的内生动力，才能让村民真正富裕
起来，让美丽乡村真正‘由内而外’散发
美。”陈东海表示。

7 月 9 日，全省美丽乡村建设情况专题
调研暨 2018 年海南环保世纪行活动调研组
前往文昌，实地查看了东郊镇下东村美丽
乡村建设情况。

当天 16 时 50 分，调研组一行驱车远离
市区，下车后来到位于清澜大桥东郊侧便
道出口附近的下东村。记者在现场看到，
下东村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停工状态。据东
郊镇委书记符学介绍，目前下东村已经投
入资金 488 万元，建设了停车场、老营房改
造、休闲椰吧、渔家广场等。“虽然美丽乡村
的建设已初具规模，但是现在出现土地纠
纷问题，导致项目无法运营。”东郊镇委书
记符学说，加上污水排放问题没有得到很
好的处置，该村的建设工作只能暂停。

针对该村建设工作停滞的现状，符学
表示，下一步将加大资金筹措，完善项目的
建设，依托产业支撑，增加村民收入，抓好
海鲜坊、鱼街海市、特色工艺生产建设，增
加村民的收入，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积极
协调运营商进驻。

万宁文渊村修建的莲花池万宁文渊村修建的莲花池 见习记者张星 摄

调研组赴万宁、文昌实地查看美丽乡村建设情况时发现

建设资金不足成痛点

FZ 关注 2018海南环保世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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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符志高)记者
7 月 10 日获悉，连日来，东方市水务局、市公
安局、市国土局及各乡镇人民政府和辖区派
出所 24 小时昼夜巡查，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
为，按照顶格处理的原则，形成有效震慑。

据悉，7 月 6 日凌晨 1 时，东方公安边防
支队板桥边防派出所所长冯辉映带领边防
干警及市水务局执法队员共 15 人，突击南港
河道一处非法采砂点，现场查扣 5 辆拉砂车
和 1 部大型挖掘机。5 辆非法拉砂车全部由

板桥边防派出所扣押并对涉案当事人给予
行政拘留处罚，遗弃在河道的 1 部大型挖掘
机被移交东方市水务局扣押回八所鑫东方
停车场。

当天凌晨 5 点，东方市水务局陀兴水库
水政监察人员在感恩河煤气管道段查扣非法
采砂的 1 辆挖掘机和 1 辆铲车，水务局水政
监察大队联合有关部门将涉案车辆扣押回
八所鑫东方停车场。上午 8 点，东方市公安
局将 6 月 19 日晚盗砂违法嫌疑人符某养抓

获，并采取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下午，针对
当前东方市河道非法采砂反弹严重的月大
村、老马村等重灾区，市水务局执法人员联合
市公安局旅环大队及大田镇派出所的相关
执法人员共 25 人，现场烧毁月大村、老马村
河道内的 6 台非法抽砂设备和 13 根抽砂管。

7 月 7 日凌晨 1 时，东方市水务局水政监
察大队、感城镇联防队及陀兴水库水政监察
人员在感恩河老吴村河段查扣非法采砂大型
挖掘机1部，并将扣押回八所鑫东方停车场。

仅 7 月 6 日至 7 日，两天时间共查扣非法
采砂车、挖掘机、铲车等车辆 9 辆，现场烧毁
6 台非法抽砂设备和 13 根非法抽砂管。

据了解，去年年初至今，东方市水务局
联合公安局、国土局、各乡镇政府，累计开展
河道采砂业务巡查近 1300 多次，累计出动执
法人员 4990 人次，共查扣非法采砂车 100 余
部，已行政处罚 76 部，烧毁非法抽砂船 4 艘，
强制烧毁非法抽砂浮台 15 艘，罚款 135 万
元，行政拘留 16 人。

男童左手被卡玻璃门
保亭消防紧急破拆成功施救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李海英）7 月 10 日 10
时 40 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消防大队 119 指挥中心接到群
众报警：位于保亭热作所热作大道中国邮政保亭分局一楼大
厅门口，一名 3 岁左右的小男孩玩耍时不慎将左手卡入玻璃
门缝无法取出，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成功救助。

据了解，10 时 50 分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有一名 3 岁
的小男孩左手整个手掌被玻璃门卡在缝隙中无法拔出，此时
小孩情绪比较激动，不时发出痛苦地呻吟与哭喊声，手指已
肿胀变形，呈青紫色。见此情况，消防员一边安抚小孩情绪，
同时利用破拆工具对玻璃门固定之后，缓慢移出，并扶住玻
璃门防止在破拆过程中对小男孩造成二次伤害。10 时 54
分，消防员成功将该男孩的左手取出，并立即送往保亭县人
民医院进行救治。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潘伟）近日，有市民举
报位于海口市学院路的熙海蓝天小区地下车库有电动车违规
停放并充电，存在安全隐患。7 月 10 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大
队到场核查，发现举报情况属实后当场责令小区物业将地下
车库内的百余辆电动车清理到室外临时规划的停放场所。

据了解，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该地下车库的两处墙边停
放百余辆电动车，并设置有供电动车充电的插座。因该地下
车库电动车停放区域未设置防火分隔，存在火灾隐患。经龙
华消防大队与物业负责人沟通协调，在室外规划出一处临时
停放场所，同时联系车主将电动车移出车库；联系不上车主
的电动车，由小区物业和保安用小推车运送到室外的临时停
放点。截至当天上午 11 时 30 分，停放在地下车库的电动车
已全部转移到临时停放点。

一小区百余辆电动车
违规停放地下车库

海口龙华消防责令物业当场全
部转移到室外临时停放点

物业移走违规停放的电动车物业移走违规停放的电动车

琼海食药监局第二季度
抽取样品153批次

4批次农产品
样品有农药残留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陈
经聪）记者 7 月 9 日获悉，琼海市食药监局
开展 2018 年第二季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样品的检验报告中发现，全市食用农产品
样品中发现 4 批次出现农药残留，目前执
法人员已依法进行核查处置。

据了解，本次食品抽检工作重点抽检
餐饮服务提供者制售的食品、采购使用的
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原料相关的产品等品
种。本季度主要是对餐饮煎炸过程用油、
油炸面制品、自制糕点、自制果汁饮品、自
制食用冰粒、白斩鹅、海南河粉、粽子、火锅
底料、餐饮外卖食品、一次性餐饮塑料盒、
食用农产品与茶叶13类食品进行抽检。

截至 6 月 30 日，琼海市食药监局第二
季度抽取样品累计 153 批次，包括从食品
生产企业抽检的 39 批次，餐饮服务提供者
的 32 批次和食用农产品销售者的 82 批
次。7 月 9 日，第二季度所有抽检样品的
检验报告都已出具，从食品生产企业和餐
饮服务提供者处抽检的样品均未发现不
合格食品，但送检的 82 批次的食用农产品
样品中发现 4 批次出现农药残留。目前，
琼海市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已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核查处置。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冯大奇）7 月
9 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琼海警方网上追
逃的男子陈某在琼海站附近被海口铁路公

安处琼海车站派出所民警抓获。
据了解，当天民警在开展爱路护路宣传

活动中，得知因酒后伤人被网上通缉的男子

陈某在琼海站周边活动，于是派出所迅速组
织警力，在琼海站旁的某居民楼里将陈某成
功抓获。

经查，因之前与受害人陈某福有冲突，陈
某于5月1日晚，在嘉积镇某饭店伙同蔡某、周
某等人在吃饭喝酒后，将受害人陈某福打伤。
琼海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接到报警后，通过前
期案件侦查，对陈某等人进行网上通缉。

目前，陈某已被移交琼海市公安局城南
派出所作下一步处理。

海口交警秀英服务站因装修

7月10日起
暂停办公

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记者 7 月
10 日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位于
保税区汽车小镇内的秀英交通管理服务
站，现因汽车小镇整体装修，秀英交通管
理服务站于 7 月 10 日起暂停办公，具体恢
复办公时间另行通知。已经预约的电动
自行车业务可以延后办理。

海口交警表示，市民办理交通违章、
事故快处等业务，可到海口交警其他交通
服务站办理。

海口消防发布暑假留校生宿舍
防火攻略

禁止使用电炉
和“热得快”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王鹏羽）记者 7 月 10
日从海口市消防支队了解到，海口市不少高校学生暑假会选
择留校学习或者兼职，学生宿舍成了学生们的“家”，暑假期
间留校学生较少，一旦宿舍内发生火灾不易被及时发现。海
口消防提醒广大学生，假期留校期间要注意防火安全常识。

在宿舍严禁吸烟或卧床吸烟，更不能随手乱扔烟头，夹
杂着火星的烟灰或者未熄灭的烟头极易点燃身边易燃物，比
如被褥、纸张等，容易发生火灾。在宿舍正确使用计算机、吹
风机、电风扇、空调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热
得快、电热设备以及煤气炉、酒精炉、液化气炉等明火，宿舍
内可燃物品多，稍有不慎或疏忽便能引起火灾。

此外，在宿舍内不要私接电线，乱接电源容易使电流过
载，要做到线路规范。使用的插座、电线等必须符合安全质
量标准，电器安装符合有关规范，发现破损，要及时更换。不
在宿舍内点蜡烛看书，使用蚊香应放在专用的架台上，不能
靠近窗帘、蚊帐等可燃物。

在宿舍内不要用湿手、湿布触摸、擦拭电器外壳，更不要在
电线上晾衣服或悬挂物体，以免造成电器、电线短路，不要将台
灯靠近枕头、被褥和蚊帐。学生在离室锁门时，务必检查并关
闭室内的电灯、电扇、电脑、充电器等所有电器设备的电源，切
断室内电源，保证用电安全。

如遇电器设备或其他因素引起火灾时，不要贪恋财物，
要及时逃离火灾现场，并拨打 119 报警。

海口秀英消防联合街道办检查
“三无小区”

要求小区管理人员
立即整改火灾隐患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李志明）7 月 10 日，

海口市秀英区消防大队联合海秀街道办爱华社区开展“三无
小区”（即无主管单位小区、无物业管理企业小区、无业主委
员会小区）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大队检查人员要求小区管理人员立即改正。

据介绍，“三无”老旧小区存在火灾隐患多、发生火灾容
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特点。检查组重点检查小区内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是否畅通，灭火器、消火栓等是否
完好有效，是否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是否存在私拉乱接电
线等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大队检查人员要求小区管
理人员立即改正。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近日，儋
州市东风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故意损毁公
私财物案件，行政拘留 1 名违法行为人。

7 月 2 日 4 时许，东风派出所接到盛世皇
冠小区保安报案称：3 时 30 分许，其所在的
盛世皇冠小区保安室的窗户玻璃和物业的
玻璃门被人砸坏。

接警后，办案民警调取监控视频，多方
走访，发现吴某秀（男，27 岁，儋州市木棠镇
南边村人，系盛世皇冠小区业主）有重大嫌
疑，并多次来到吴某秀家中对他的家属做
法律宣传和思想疏导工作。7 月 9 日，吴某
秀在家人陪同下主动来到派出所配合调
查，并如实供述因自己小车故障停放在小

区进口处与保安发生矛盾纠纷，出于报复心
理将盛世皇冠小区保安室的窗户玻璃和物业
的玻璃门砸坏的事实。

目前，违法行为人吴某秀因破坏公私财
物被依法行政拘留 10 日。下一步待物价局估
价完成后，如若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将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

与保安起冲突砸坏物业玻璃门
儋州一小区业主因破坏公私财物被警方行拘10日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许光伟 通讯员陈
冰 胡阳）7 月 9 日下午，陵水黎族自治县召
开防范中小学生暑假期间溺水与交通安全
工作会议，部署 2018 年暑假期间中小学生防
范溺水与交通安全工作。

会议解读了《海南省教育厅关于防范中

小学生暑假期间溺水与加强交通安全工作
的紧急通知》和《海南省中小学生暑期防范
溺水和交通事故十项措施》。

会议指出，各相关部门、各学校和幼儿
园要加强排查，防患于未然；要措施到位，学
校、教科、交通、水务等相关单位要齐抓共

管，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从源头上截断安全
事故的发生；要情感到位，用心用情做好安
全各项工作，利用扶贫、家访等契机，进村入
户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宣传；同时，加大宣传
力度，充分利用媒体、主题班会、宣传手册等
形式，提高公众对暑期安全的知晓率。

陵水部署防范中小学生暑假溺水与交通安全工作

加强排查防患于未然第六届全省民族运动会
7月20日至26日在昌江举办

少数民族
运动员占91%
本报讯（记者和婷婷）7 月 10 日上午，

省民宗委、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昌江
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在省政府新闻办新
闻发布厅举行省第六届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以下简称第六届全省民族运动
会）新闻发布会。

据了解，本届民族运动会竞赛项目定
于 7 月 20 日至 26 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举
行，共有 13 个大项 69 个小项（单项），大项
目分别为小龙舟、珍珠球、射弩、陀螺、板
鞋竞速、押加、武术、攀爬椰子树、高脚竞
速、毽球、蹴球、独竹漂、民族健身操，各单
项比赛将录取前 6 名，其中，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各代表团比赛总
分将录取前 6 名，设团体一等奖 1 名、二等
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本届民族运动会共有海口、三亚等 16
个代表团参加，代表团人数 1306 人，运动
员有黎族、苗族、回族、汉族、壮族、白族、
布依族、满族、蒙族、土家族、锡伯族、瑶
族、彝族、仡佬族、东乡族等 15 个民族，少
数民族运动员占 91%，是历届全省民族运
动会参赛人数、竞赛项目最多的一届。

本届民族运动会会徽整体由圣火、
山岭、海浪、木棉花及黎族苗族传统图案
元素组成。整体视觉为数字“6”，寓意海
南省第六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圣火代表运动会火炬，山岭代表霸王岭、
海浪代表昌江棋子湾、木棉花也是昌江
的特色之一，寓意是各族人民相聚昌江，
共襄盛会。

东方多部门24小时昼夜巡查严打非法采砂

两天查扣非法采砂车9辆

伙同他人酒后伤人
一网逃人员被琼海铁警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