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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铁警开展治安隐患
大检查大整治行动

排查隐患14处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冯大奇）
11 月 7 日，琼海车站派出所针对管内高铁
线路治安情况开展治安隐患大检查、大整
治行动。

该所以线路为重点，派出所民警对辖
区铁路沿线防护栅栏和刺丝滚笼进行治
安隐患排查。与此同时，警务区民警加大
与铁路工务部门的沟通配合，对排查发现
的各类隐患尽快通知并督促责任工区限
期整改修复，及时派员跟进整改进度和修
复情况，确保每一处隐患都彻底根除。

此次行动共排查隐患 14 处，责任单位
主动整改 2 处，未整改的均下发限期整改
隐患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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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子路边突发癫痫
琼海路管员巡逻发现及时救助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王敬雄 邢小玲）11
月 7 日，琼海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路管员在嘉积镇东风路处巡
逻时，及时救助一名因突发癫痫病抽搐的男子。目前，该男
子已无大碍，并由家属带回。

当天 15 时 28 分许，琼海交管大队路管员巡逻至东风路
建设银行处时，接到群众反映称，东风路肯德基处疑似有人
癫痫病发作，情况危急。

该大队路管员迅速赶往现场，发现一名男子正躺在地面
上，口吐白沫，不停地抽搐。路管员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
同时用警用摩托车在路口做好安全防护，并站成半圆安全防
驻线保护现场秩序。

随后，琼海市公安局嘉积派出所路管员也到达现场共同
开展救助。约 10 分钟后，该男子病情逐渐缓解，路管员扶起
该男子稍作休息，群众帮忙通知附近的家属快速到达现场。
经向家属了解得知，该男子有癫痫病史，刚从医院看病出来，
因未按时服药才导致病症突然发作。

目前，该男子意识清醒，不需要送医就诊，已由家属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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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驾驶撞车后逃逸
三亚一男子被警方顶格处罚行

拘20日罚款3500元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张海哲）三亚市交警支队
路管员近日依法查处一起驾驶人无证驾驶机动车肇事逃逸
案件，交通违法行为人被依法处罚。

10 月 25 日 7 时 10 分许，三亚交警支队吉阳大队接到交
警指挥中心指令，在迎宾路吉阳区政府对面加油站内一辆黑
A8**99 号小型轿车与一辆正常停放的琼 BZ**39 号小型普通
客车发生碰撞，肇事驾驶人已弃车逃离现场。交警路管员王
上吉、纪叶鸿、卢传浩立即前往现场进行勘查并调取现场监
控录像，同时通过公安网信息查询，并确认姜某国为肇事逃
逸驾驶人。随后，警方依法对姜某国进行传唤。经核查，姜
某国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姜某国（男，19 岁）对其无证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
逃逸的交通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交通违法行为人姜某国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目前，三
亚市公安局依法对姜某国处以行政拘留 20 日、罚款 3500 元
顶格处罚。

儋州专项整治非法加工和生产
定制式义齿违法行为

排查义齿生产“黑窝点”
本报讯（记者马宏新）儋州市食药监局近日开展非法加

工、生产定制式义齿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定制
式义齿使用秩序，消除定制式义齿质量安全隐患。

行动中，执法人员全面排查辖区内义齿生产“黑窝点”，严
厉打击无《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医疗器械注册证》加工、生
产定制式义齿的违法行为；对定制式义齿使用单位，检查是否
按规定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记录台账，定制委托加工和使用
记录是否可追溯，委托加工义齿的生产企业是否合法等。

“定制式义齿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健康和安全。”
儋州市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执法人员将对存在问题的
单位要求立即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条例》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对使用未经注册的定制式义齿
产品的医疗机构，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相关卫生行政部门。

企业组织员工
参加“清河行动”

东方“河长制”进企业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符志高）
东方市近日召开河段长座谈会，与会人员
积极研讨，贯彻落实推动东方市河长制措
施，通过“河长制”进企业，增强企业社会
责任感和环保意识。

东方某能源有限公司自聘用为“企业
河段长”后，积极履行职责，组织公司员工
到公司负责的河段——罗带河出海口，清
理河道水面和岸线的垃圾。

据了解，“河长制”进企业这一举措，主
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载体，强化源头管
控，全面构建“水陆共治、部门联治、全民群
治”的河流保护管理机制；要求各企业河段
长做好管辖河段水环境的保护，积极参加

“清河行动”，自觉做好河段内垃圾清洁工
作，进一步加强巡河，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本 报 讯（记 者 赵 世 馨 许 光 伟）“我们
要把这些提示海报张贴在显著的位置，让
所 有 进 出 场 所 的 人 都 能 够 看 到 。”11 月 8
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副大
队长王宜敏带领路管员深入辖区酒店、酒
吧、KTV 等娱乐场所开展“拒绝酒驾”宣传
活动。

当天下午，记者跟随陵水路管员来到
椰林南干道怡园蓝宝酒店。路管员与酒店
负 责 人 先 后 在 大 堂 醒 目 的 位 置 张 贴 印 有

“拒绝酒驾，珍惜生命”“你若酒驾，我就改
嫁”“文明行车，平安回家”内容的提示海
报；在酒店的餐桌与收银台上张贴印有“拒
酒不是狗熊、醉驾绝非英雄”等内容的提示
桌签。在酒店，路管员还面对面地向酒店
顾客讲解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及其

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还要求酒
店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全力做好预防酒驾
醉驾的宣传。

随后，路管员又先后来到名豪酒吧、金
钻 KTV 等娱乐场所展开宣传，在前台、休息
区、电梯处、包厢内等醒目位置张贴禁酒驾
提示海报，提醒市民不要酒后驾驶。此外，
路管员还走进商场、农贸市场、车站等人流
密集地开展宣传。

据统计，自 11 月 1 日至 8 日，陵水路管
员先后在辖区餐饮行业、娱乐场所等张贴
禁酒驾提示海报 10000 余张。

本报讯（记者马宏新 通讯员黄桂风
唐铭泽）“今天能来参加这次消防宣传月
活动的启动仪式我觉得很高兴，不仅见识
了不少高科技的消防工具，像视频生命探
测仪、钢筋速断器和救援三角架等一系列
消防工具，还学到了不少消防知识。”11 月
8 日上午，来自儋州市东风社区的家庭代
表王先生在参观了此次消防宣传月活动启
动仪式后说。

当天上午 9 点，以“全民参与、防治火

灾”为主题的儋州市 2018 年消防应急救援
演练暨“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
儋州夏日广场商业楼广场举行。

启动仪式开始后，现场以城市大型综
合体救援为主题的消防应急救援演练拉
开大幕。在急促的警报声中，消防指战员
们为现场市民展示大型综合体的楼层灭
火搜救科目。高层内攻灭火、高喷车外围
灭火、云梯车高空搜救、消防员水带逃生
自救、各类绳索救援、高空横渡救援及多

类型新装备的展示操作，赢得现场群众一
阵阵惊呼。

“看，我们的自动升降器‘消防小飞人’
现在将 3 楼的一名被困人员安全救助到安
全区域。该装备可以根据绳索的长度不等，
直接把消防员送到想要到达的楼层，缩短救
援时间。”儋州市消防支队那大中队指导员
马达为现场群众讲解消防应急演练内容。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消防知识咨
询点和消防宣传资料发放点。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陈焕林）11
月 8 日上午，澄迈县 2018 年消防应急救援
演练暨消防安全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南
亚广场举行。

当天上午，随着一阵紧急的火灾警报
响起，演练正式开始。演练假定商场 2 楼
商铺发生火灾，火势迅速向 3 楼蔓延，并伴

有大量浓烟，多名人员被困。
在整个活动现场，形式多样的宣传内

容受到广大群众的追捧。在火灾警示教育
区，澄迈消防大队监督员为现场群众介绍
火灾的起因、发生经过及带来的后果；在装
备器材展示区，消防员展示空气呼吸器、液
压剪等常用抢险救援器材装备的使用方

法，并现场实践操作；在初期火灾扑救演示
区，消防员演示利用干粉灭火器扑灭油盆
火的处置方式；在消防知识有奖竞答区，群
众争先恐后参与答题竞猜。

据统计，当天上午，该大队共发放宣传
资料 10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300 余次，发
放奖品 200 余份。

群众竞答消防知识
澄迈举行“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李
海英 万涛)11 月 7 日上午 9 时，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在七仙大道举行 2018 年“119”消
防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共计 300 人参加
此次活动，分会场在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

区举行。
七仙大道活动现场，群众观看了由保

亭县消防大队精心准备的假冒伪劣产品
区、烟雾通道体验区、装备器材展示区、火
灾案例区、有奖问答区等，现场还有内容丰

富的消防宣传展板和道旗，并播放火灾案
警示教育片。

在槟榔谷分会场启动仪式上，以少数
民族特色舞蹈开场，现场设置灭火体验区、
游戏竞赛区等，游客们踊跃参与。

保亭“119”消防宣传月活动

播放火灾案警示教育片

无证开新能源车送货
海口一驾驶人被行拘15日

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 通讯员陈世清 林馨）11 月 8
日，海口市交警支队查获一名无证驾驶机动车司机。目前，
司机张某已经被行政拘留。

当天 7 时许，张某独自驾驶车牌号为琼 AD03292 的小型
新能源汽车前往海甸五东路送货。当他驾车行驶至人民大
道时被海口交警美兰大队执勤交警拦停检查。当执勤民警
要求张某出示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时，张某却始终无法出
示任何有效证件。于是，执勤民警将其带回交警大厦办案区
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终于承认自己并未取得驾驶资
格，并自称因为着急给客户送货才会铤而走险。最终，海口
交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张某无证驾驶机动
车的违法行为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并处罚款 1500 元。

收藏“发烧友”
安检口遗落画像

琼海铁警物归原主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王佳）11
月 8 日 11 时 30 分许，琼海车站派出所民警
在安检口捡到一幅珍贵画像，几经周折终
于将画像物归原主。

据了解，当天民警执勤时，发现安检
仪上有一包装精美的物品在滚动带停留
了几分钟无人拿起。民警怀疑有人在过
安检时将物品遗落在安检机上了，便上前
查看，原来遗落的物品是一幅包装精美的
画像。民警推测该画像价值不菲，立即通
过车站广播，并调取安检口的监控录像寻
找失主。没多久就有一男子神色匆匆地
过来找民警，说他的画像丢失了。根据该
男子的描述，民警判断他就是在安检口遗
落画像的旅客。

经查，该画像的主人麦某是一名收藏
“发烧友”，这幅画像是他专门找人手绘后
再通过电脑制作的珍贵画像，其文艺价值
和收藏价值都非常高。当天麦某想乘动
车去海口，但由于随行行李较多，在过安
检时将画像遗落在安检仪上，听到广播后
才发现自己的画像不见了。

民警了解情况后将画像交还麦某。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蒋卷勇)
为了迎接“119”全国消防日，11 月 8 日上
午，定安县静嘉幼儿园师生来到定安县消
防大队参观。

师生们在消防员的带领下，先参观了
消防车辆和消防器材。随后，小朋友们上
前试穿消防服。

此外，消防员还带领小朋友们参观了
宣传教育室、荣誉室等消防员学习与生活
的环境。最后，消防员用生动形象的语言
为小朋友们讲述消防常识，例如如何预防
火灾、发生火灾时如何拨打 119 电话、如何
逃生等。期间还现场展示油盆灭火演练，
让孩子们亲自体验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

幼儿园师生走进定安消防大队

试穿消防服 体验灭火器使用

幼儿园走进定安消防大队幼儿园走进定安消防大队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王
咪)11 月 8 日下午，海口市琼山区消防大队
与琼山区第五小学联合开展“119”消防宣
传月消防安全演练活动，旨在提高师生的

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师生消防自救技能。
活动首先进行紧急疏散演练，琼山五

小共 1000 多名师生在不到 5 分钟的时间内
顺利完成疏散和撤离。

接下来，琼山大队消防指战员为全体
师生耐心讲解灭火器使用方法，随后，分批
组织学生进行模拟火场帐篷逃生体验和油
罐灭火实操项目。

海口琼山消防进校园开展演练

学生“体验”火场帐篷逃生

陵水交警开展“拒绝酒驾”宣传活动

张贴禁酒驾提示海报万余张

路管员在车站张贴宣传海报路管员在车站张贴宣传海报

记者许光伟 摄

儋州启动消防应急救援演练暨“119”消防宣传月活动

展示云梯车高空搜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