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 连蒙 林
小钦 通讯员陈世清 李盛兰 杨宇鑫）4 月
17 日，海屯高速公路海口段发生一起大型
客车自燃事故，火已经被扑灭，所幸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

当天 7 时 50 分许，海口交警接到报警
称：海屯高速公路（屯昌往海口方向）17 公
里＋200 米应急车道处，有一辆大客车起火
燃烧。接报后，海口交警立即调派警力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开展交通指挥疏导，

维护现场交通秩序。
与此同时，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

报警后，迅速调派特勤二中队和东山专职
消防队共 4 辆消防车、18 名消防救援人员
赶往现场救援。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后，根据现场情况，立即架设 2 支水枪出泡
沫进行灭火，经过 15 分钟奋战，成功将火
扑灭。在消防救援人员将火扑灭后，交警
部门立即进行事故勘查、现场清理工作，以
最快速度恢复现场交通秩序。

据了解，发生自燃的大客车车牌号为
粤 BGR518，核载 47 座，当时车上载有 29 名
乘客。该客车从屯昌往海口行驶至海屯高
速公路 17 公里＋200 米处时，司机发现车
尾部发动机附近开始冒烟，立即将车紧急
停靠在应急车道上，并迅速疏散乘客。随
后大客车燃烧起火，所幸驾驶员和所有乘
客都已及时安全撤离。

目前，该起事故车辆自燃原因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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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美兰启动悬挂光荣牌工作

18424户家庭月底
完成光荣牌悬挂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梁崇平 刘平）近日，海口
市美兰区举行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启
动仪式。现场向 16 名悬挂光荣牌对象代表授赠“光荣之家”
牌匾。

随后，美兰区有关负责人到现役军人家属陈英家中悬挂
光荣牌。美兰区悬挂光荣牌工作正式启动后，计划在 4 月 25
日前完成全区 18424 户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的光荣
牌悬挂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小亮 通讯员逄宇）4
月 17 日 9 时 50 分许，G98 环岛高速公路三
亚往海口方向 550 公里处（临高段）1 辆挂
车轮胎起火。接到报警后，临高消防大队
迅速出动赶到现场处置，成功将火扑灭。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时发现，1 辆挂车右
后轮胎起火，过火面积约 2 平方米，右后轮
3 组 6 个轮胎均蔓延着火，不断有浓烟冒
出，所幸司机无恙。了解情况后，消防员利
用警戒器材对现场实施警戒同时对着火部

位进行灭火，15 分钟后火灾完全被扑灭。
据挂车司机介绍，挂车行驶时没有发现

明火，停车检查时才发现轮胎起火，使用车上
便携式灭火器没能将火扑灭，于是赶紧报警
求救。目前，具体起火原因正进一步调查中。

G98环岛高速临高段，1辆挂车轮胎起火

消防人员成功处置

保亭消防深入学校开
展消防安全检查

针对隐患责令整改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李

海英)4 月 17 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消防
救援大队联合县教育局、保城镇政府、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深入保亭中学、保亭思源小
学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期间，检查人员重点检查学校的安全
管理制度、日常值班人员安排，巡查制度、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制定，消防设施器材
是否完好有效，用火用电情况和人员管理
情况，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等情
况。检查人员对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情况
逐一排查登记，向学校负责人反馈并提出
整改意见，并责令整改。

儋州交警开展交通秩序整治行动

查处无证驾驶5起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 通讯员邓礼华）4 月 15 日

至 16 日，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那大城区、白马井镇等重
点区域，持续开展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

行动中，该支队以白天日常整治和夜间突击夜查相结
合，采取设卡拦截与机动巡查有效措施，严格查处无证驾驶、
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行动期间，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117 起，其中无证驾驶 5
起、准驾车型不符 1 起、不按规定使用灯光 13 起、其他 98 起，
行政拘留 6 人。

市民乘车遗失背包
海口公交司机和乘客拾金不昧

本报讯（记者肖倩 通讯员李曼）4 月 15 日下午，市民邢
女士在海口公交 37 路总站调度室认领回自己遗失在公交车
上的单肩背包，并对捡到她单肩背包的 37 路快线驾驶员吴
琼昌连连道谢。

据了解，当天 7 时 40 分许，海口公交 37 路快线司机吴琼
昌驾驶公交车行驶至五公祠站台时，收到车上乘客交来的一
个其他乘客遗落的单肩背包，吴琼昌妥善保管该包至总站
后，第一时间将其上交调度室。经检查，包内有 1400 元现金
和各类证件及银行卡。同时，工作人员发现一张购物票上有
电话号码，于是立即拨打电话询问，正是失主本人邢女士。

当天邢女士来到 37 路调度室，成功认领单肩背包。背
包失而复得，邢女士连声表示感谢。

海口九小举行国际象棋选拔赛

262名棋手参赛
本报讯(记者杨希强)4 月 17 日，海口第

九小学举行 2019 年国际象棋选拔赛开幕
式，裁判员代表和运动员代表分别宣誓。

此活动是以棋促德、以棋益智，共有
262 名棋手参加比赛。

海口龙华消防对重点单
位消防安全检查

消除部分隐患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杨希强 通

讯员潘伟)4 月 17 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
援大队对辖区多家重点单位开展消防安全
检查，全面排查火灾隐患。通过检查，有效
消除了部分火灾隐患。

检查人员重点对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制
是否落实；消防设施器材是否运行正常；疏
散通道、疏散楼梯、安全出口是否堵塞、占
用；电器线路的敷设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开
展日常防火巡查；消防安全档案是否健全；
员工是否熟练掌握应知应会的消防安全知
识；值班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并实行 24
小时专人值班等情况进行了检查。

海口龙华消防检查老旧
住宅区消防安全

发现问题
责令整改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杨希强 通
讯员潘伟）4 月 17 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
援大队联合中山街道办、辖区派出所，对老
旧住宅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在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重点对住宅
区的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工作、室内消火
栓、灭火器、喷淋是否保持完好有效、疏散
通道是否畅通等情况进行详细检查。

检查人员还对老旧住宅区电气线路不
规范、电气线路火灾频发等实际情况进行
检查，并对老旧住宅区内的电气线路和设
备是否老化损坏，电气线路是否存在私拉
乱接等情况进行全面细致检查。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责
令住宅区物业消防安全负责人结合住宅区
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整改。

海口琼山消防开展网吧
消防安全检查

检查3家网吧
整改7处隐患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王

秀青)4 月 17 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大
队对辖区网吧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检查人员重点检查了 3 家网吧。检查
过程中发现有个别网吧存在消防安全出口
堆放杂物、灭火器超过使用期限，员工消防
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检查人员对网吧负责人进行教育批
评，责令立即整改。

检查中，当场责令整改 7 处火灾隐患。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杨永光）4
月 17 日 11 时，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管
辖 10 千伏白水塘#2 线因用户高压电缆被挖
引起故障跳闸，致使线路停运 1.68 小时。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海口地区电网因外

力破坏次数达 27 起，客户平均停电时间增加
0.13 小时/每户。目前，海口供电局已积极与
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协调，形成联合执法机制，
加强对外力破坏电力设施的查处力度。同
时，海口供电局呼吁社会参与到保护电力设

施中来，营造安全、可靠的供用电环境。
针对外力破坏供电线路，相关部门积极

开展应急联动，做到事前预警、事后打击同步
实施。在建设工程开工时划出开挖作业红
线，规范施工作业行为，同时对于违规开挖、

盗窃电缆等违法行为从快从严查处打击，形
成保护城市电力公共设施的强大威慑力。

广大市民如发现盗窃、破坏电力设施行
为 ，及 时 拨 打 110、95598 或 举 报 电 话
65208888，供电部门将对有效举报进行奖励。

陵水交警开展夜间清查统一行动

4小时查处
交通违法185起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许光伟 通讯员陈孟子）4 月 16 日
晚，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海狼”骑警队
和“战狼”特勤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夜间清查统一行动，严
格查处酒驾、醉驾、机动车违停乱象等交通违法行为。行动
当晚，4 小时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185 起。

行动期间，执勤民警分别在陵水县北斗路、椰林南干道、
政府红绿灯处、椰林高速路桥下及英州镇英海大道等路段设
置卡点，对过往车辆进行逐一盘查，并对车辆进行分道引导。

当晚 21 时 5 分许，一辆车牌号为琼 CP7XXXX 的小轿车
行经英州镇英海大道路段时，被执勤民警示意靠边停车接受
检查。车窗放下来的那一刻，民警发现驾驶员陈某某满脸通
红，酒气扑鼻，经对陈某某酒精含量吹气测试，测试结果为
195.9mg/100ml，达到醉驾标准。经核实，当晚 19 时许，驾驶
人陈某某在英州镇一医院对面饭店与朋友吃饭期间喝酒，酒
后抱着侥幸心理独自驾车回去休息，没想到途中遇到交警查
车，被查出醉驾。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3 时 30 分许，执勤民警发现一辆车牌号为琼 D07372 的
小型客车行驶轨迹异常忽快忽慢，并有刻意避开卡点临检的
嫌疑，执勤民警立即示意该车辆靠边停车接受检查。在检查
过程中，司机李某某神色慌张，眼神躲躲闪闪，无法提供驾驶
证。民警发现这一异常现象，进一步信息核查，发现该车辆
车牌号与车辆不符，是一辆套牌车，并且驾驶人李某某没有
驾驶证。询问过程中得知，驾驶人李某某现在所套车牌是他
之前车辆所悬挂的车牌号，后来在朋友那购买二手客车，便
抱着侥幸的心理悬挂上之前车辆的车牌号，没想到却被交警
逮个正着。目前，陵水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已依法对李某
某无证驾驶、使用其他车辆车牌号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处以
罚款 6500 元、行政拘留 10 日的处罚。

据统计，行动当晚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85 起，其中
酒后驾驶 7 起，醉驾 1 起，使用其他车辆车牌号 1 起，涉牌涉
证 9 起，乱停乱放车辆 13 起，其他违法行为 154 起，现场教育
642 人次。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4 月 17 日，记者从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三亚良智周某
辉百货店因销售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
途化妆品和不能提供检验报告的化妆品，近
日被该局处以货值 3 倍罚款。

3 月 16 日，该局执法人员对三亚市天涯
区第一市场良智服装城二楼 14 号的三亚良
智周某辉百货店进行监督检查时，在该店化
妆品货架上发现“丽人牌百销斑”“迪之美排
毒增白祛斑祛痘回春素”“纤回堂强力特效

祛斑套装”3 种化妆品，其包装标签上均标示
具有“祛斑”功效，但未见标示特殊用途化妆
品批准文号。该单位负责人周某辉现场未
能提供上述化妆品供货商经营资质证明、购
进票据、特殊用途化妆品行政许可批件、同
生产批次的检验合格报告。执法人员当场
将上述化妆品予以扣押。

经查，“丽人牌百销斑”“迪之美排毒增白
祛斑祛痘回春素”“纤回堂强力特效祛斑套
装”属于祛斑类特殊用途化妆品，但未取得国

产特殊用途化妆品批准文号，且这3种化妆品
亦属于不能提供检验报告的化妆品。三亚良
智周某辉百货店销售上述3种化妆品的行为，
已构成销售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
品和不能提供检验报告的化妆品的违法行
为，涉案货值金额为 384 元，违法所得为 171
元。4 月 11 日，该局责令三亚良智周某辉百
货店停止经营化妆品3天，依法没收该店违法
所得 171 元，没收涉案化妆品，并处货值金额
的3倍罚款1152元，罚没款合计1323元。

三亚一商店销售未取得批准文号特殊用途化妆品

被责令停业并处货值3倍罚款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4 月 17 日，记者从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三亚胜利时代
商业城投资有限公司因销售标注虚假生产
日期的食用农产品和食品，近日被该局没收
虚 假 标 注 生 产 日 期 的 食 用 农 产 品 和 食 品

35.17 公斤，罚款 5.5 万元。
据了解，该局近日在三亚市天涯区新风

路至团结路段老铁路周边检查时发现，三亚
胜利时代商业城投资有限公司销售标注虚
假生产日期的食用农产品和经营标注虚假

生产日期的通心粉等食品。该局查清涉案
食用农产品和食品货值金额 2386.296 元，但
无法查清违法所得。4 月 12 日，该局依法没
收该公司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的食用农产品
和食品 35.17 公斤，罚款 55000 元。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4 月 17 日，记者从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三亚李某川特
产店因销售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
红葡萄酒，近日被该局没收涉案葡萄酒 3 瓶，
罚款 10000 元。

据了解，该局近日在三亚市天涯区河
西路春园海鲜广场内检查时发现，三亚李
某川特产店在从事食品经营活动过程中，
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红牌山
谷男孩干红葡萄酒和戴勒叙红葡萄酒，查

清涉案食品货值金额为 576 元，违法所得为
零。4 月 12 日，该局依法没收该店标签不符
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红牌山谷男孩干红葡
萄酒和戴勒叙红葡萄酒共 3 瓶，并对其罚款
10000 元。

销售标签不合法葡萄酒
三亚一特产店被罚款1万

今 起 至 29 日 海 口 火 车 站 对
Z202次列车实行“二次安检”

旅客应提前
一个小时进站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聂辰光)4 月 18 日至 4 月 29
日，海口火车站将对开往北京方向的 Z202 次列车实行“二次
安检”。本次“二次安检”通道使用车站一层软席候车区，如
遇临时变更请广大旅客跟随车站客运人员指引乘车。

据了解，所谓“二次安检”是指旅客在持票证进入火车站
候车室前，包括人员、行李等需要先经过一次固定安检仪的
常规检查。进入候车区域后，安检人员还将对人身、物品再
进行一次全面的安检，严防“三品”被带上火车。

海口铁警提示：实行“二次安检”会对旅客人身和物品的
检查更加细致，可能导致进站时间延长，提醒进京旅客最好
提前 1 至 2 小时到站进行安检候车；旅客进入“二次安检”候
车区域时间，主动打开行李包（箱），配合安检人员接受检查，
以免耽误出行。

高压电缆被挖引故障跳闸
今年一季度海口电网因外力破坏次数达27起

载29人客车行驶中自燃烧毁
事发海屯高速屯昌往海口方向17公里处，幸无人员伤亡

销售标注虚假生产日期食品

三亚一公司被罚款5.5万

自燃后被烧毁的大客车自燃后被烧毁的大客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