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讯（记 者 林 鸿 河 马 宏 新 许 光
伟）7 月 10 日，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依托

“路长制”勤务机制，积极开展“逢十”道路
交通整治统一行动，严厉打击酒驾、醉驾、
涉牌涉证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 天查处
各类违法行为 884 起。

行动当天，该支队根据夏季交通安全
形势，重点以国省道、城乡接合部、农村公
路等为主，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
合的方式，对过往的“两客一危一货”和农
村面包车等重点车辆进行逐一检查，严查
酒驾、醉驾、涉牌涉证、疲劳驾驶、超员、超
载、非法改装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行动期间，该支队共查处各类违法行
为 884 起，其中无证驾驶 24 起，未戴头盔
350 起，不按标线行驶 70 起，不按道行驶
240 起，未粘贴反光标识 4 起，超长超高 5
起，向路面抛撒物品 7 起，不系安全带 3
起，逾期未年检 3 起，酒后驾驶 4 起，其他
违法行为 174 起。 儋州交警查获交通违法行为儋州交警查获交通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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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查处交通违法88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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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要求，结
合当前我市露天烧烤引起的占道经营行
为、油烟污染行为、噪音扰民行为、食品不
卫生问题等乱象，为切实落实《海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六个
严 禁 两 个 推 进 ”工 作 的 通 知》（琼 府 办
［2019］3 号）中关于严禁露天烧烤的要求
“各市县政府应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前划定并
公布允许露天烧烤的区域，未划定区域的
市县则在本市（县）城镇建成区全面禁止露
天烧烤。在允许区域内露天烧烤的，应使

用清洁环保的燃料”的相关要求，规范露天
烧烤行业的管理，市政府决定划定海口市
建成区内禁止露天烧烤的区域。

二、目的 （一）划定禁止和严控露天烧烤
区域，不是对烧烤行业的一刀切，而是为了进
一步规范经营，文明经营，依法经营，树立以
民为中心的思想，保护好我们的碧海蓝天，保
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二）为切实
落实《海口市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六个严禁两
个推进”工作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重点整
治大气面源污染方面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明
确执法区域边界，方便执法工作。

三、过程 3 月 1 日《海南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出台，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切实落实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大气污染
防治“六个严禁两个推进”工作的通知》（琼
府办［2019］3 号）的相关要求，2019 年 3 月初
市市政管理局代拟起草《通告》初稿。

3 月 22 日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和
建议，并根据各单位意见进行了修改。

4 月 2 日在海口市市政管理局官方网
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绝大多数市民对
烧烤不赞成，欢迎露天烧烤通告的出台，个
别市民关于保留假日海滩烧烤园等建议根
据实际情况不予采纳。

4 月 26 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审议，

根据审议意见再次对《通告》内容进一步修
改并征求各单位意见建议，根据各单位意
见进行了第二轮的修改和完善。

5 月 31 日召开第十六届市政府第 66 次
常务会审议通过。

四、法律责任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在城市建成区内露天烧烤食品，不得为
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违反规定的，根据

《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七条第
四款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开展烧烤摊点应设置油烟净化装
置和使用清洁环保燃料。违反规定的，根
据《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七条
第二款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和严控露天烧烤的通告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和严控露天烧烤的通告》的释义

为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加强大气污染防
治，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海口市城市容貌管理若干
规定》和《海口市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六个严禁两个推
进”工作实施方案》的相关内容和要求，市政府决定划定
海口市建成区内禁止露天烧烤的区域和建成区外严格
控制露天烧烤，进一步加强露天烧烤的管理，现将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海口市建成区内禁止露天烧烤的具体区域：东至
南渡江西岸、南至椰海大道北侧、西至粤海大道东侧、北
至沿海边界。

二、在海口市禁止露天烧烤区域内进行露天烧烤行

为的，由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予以处罚。

三、建成区外严控露天烧烤和占道经营，对擅自占道
经营的露天烧烤行为，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四、市、区政府统一经规划设置的规范管理夜市、餐
饮街区的烧烤摊点应设置油烟净化装置和使用清洁环保
燃料。

五、此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有效期 5 年。
六、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对非法露天烧烤的行为进

行举报，举报电话：“12345”。

海口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6 月 20 日

FZ 海口市政管理

本报讯（记者肖倩 通讯员张磊 徐家
启）7 月 11 日，记者从海口公交集团获悉，该
集团对公交专用道开通 10 天来的线路运营
数据梳理，经对比分析，途经公交专用道公
交线路 49 条，占全市公交线路 35.5%，平均运

营时速由原来的 21.3 公里/时，提高至 21.68
公里/小时，提速 1.78%，其中公交专用道路
段提升至 21.95 公里/时，提速 3.1%。提速较
明显的为 21 路公交车，该线路途经专用道平
均时速由原来的 24.17 公里/时，提升至 30.39

公里/时，提速 25.7%，大幅缩短了市民乘候
车时间。

下一步，海口公交将持续加强驾驶员宣
贯和教育培训力度，加大途经公交专用道公
交线路早、晚高峰的发班密度，最大限度发

挥公交专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高公交线
路车辆承运能力，满足市民公交出行需求。
一旦发现公交司机不全天候按公交专用道
行驶，将根据《公交驾驶员违规违章处罚办
法》，予驾驶员停岗并调离本线路处理。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黄鹏帅）7
月 10 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联
合多部门多警种在该县国道和农村道路开
展“逢十”交通安全整治统一行动，预防和减
少国省道和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在行动中，执法人员分别在什邦线县城

路段、什邦线七坊路段、什邦线邦溪路段、225
国道白沙段、白洋线阜龙路段、什邦线元门路
段设执勤点，重点整治超速行驶、逆向行驶、
无证驾驶、货车超载、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
按规定让行、客运及公交客运车辆超员、货车
违法载人、拖拉机违法载人、无牌无证、酒驾

醉驾、面包车超员等12类交通违法行为。
此次行动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64

起，其中无证驾驶 2 起，未戴证 1 起，未年检 2
起，无牌车 3 辆，货车违规载人 1 起，货车超
载 2 起，非法改装 2 起，安全设施不全 5 起，
不戴安全头盔 17 起，违停 22 起。

白沙交警开展“逢十”交通安全整治统一行动

重点整治12类交通违法行为

海口琼山消防开展校外培训机
构消防安全检查

发现并改正9处
消防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殷凤岭）7 月 11 日，
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大队根据前期摸排的校外培训机构
详细情况，针对辖区校外培训机构难管理、隐患多等现状，深
入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检查期间，检查人员重点对培训机构疏散通道、安全出
口是否畅通，集体宿舍的房间和公共区域的外窗是否设有铁
栅栏等障碍物，消防设施、灭火器材是否齐全有效，用火用电
安全措施是否落实等进行了检查。共检查校外培训机构 3
家，发现消防安全隐患 9 处，责令当场改正 9 处。

海南海事问计问需航运
企业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听取企业建议
找准存在问题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石俊）记

者 7 月 10 日从海南海事局获悉，该局近日
组织召开辖区航运企业意见征询座谈会，
听取企业对海南海事服务市场发展的意
见建议，摸清、找准存在问题，进一步优化
安全便利的海事服务环境。辖区 15 家航
运企业代表应邀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企业代表围绕“海南海事
局在当前的工作机制、执法模式上是否适
应并促进企业的安全发展”“海事行政处
罚及行政强制是否适度、适当，是否有利
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海上交通
秩序、防止船舶污染水域”“各级政务服务
窗口在政务公开行政许可、确认、备案等
服务质量情况”等工作方面的建议”等内
容畅所欲言，提出意见建议 20 余条。该局
进行解答、宣贯，对一时无法答复的意见
建议照单全收，将在下一步工作中研究、
探索解决办法。

民房着火4人被困
琼海消防成功救援，无人员伤亡

本报讯（记者林小钦 连蒙 通讯员王立夫）7 月 10 日，
琼海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有民房发生火
灾，2 人被困，请求消防部门救援。指挥中心立即调派消防
员赶赴现场成功解救 4 名被困人员，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当天 20 时 48 分，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位于琼海市嘉积
镇北门农贸市场四街移动民房发生火灾，报警人与另一人
被困，无法逃生，请求救援。指挥中心立即调派特勤中队 3
辆消防车、16 名指战员，登仙岭社区微型消防站 1 车 2 人赶
赴现场处置。20 时 55 分，登仙岭社区微型消防站消防员到
达现场并组织围观人员疏散至安全地带，同时向指挥中心
通报：现场处于猛烈燃烧阶段，有 4 人被困，已将在 3 楼的 2
名被困人员疏散至安全地带。指挥中心立即调派嘉积中队
3 辆消防车 14 名消防员增援。20 时 59 分，特勤中队消防员
到达现场经侦查得知，着火民房内还有 2 名群众被困于二
楼。消防员出单干线两支水枪对火势进行压制，并对被困
群众进行救援。21 时 5 分，支、大队全勤值班人员到达现
场，并调整力量部署，派出 2 组搜救小组，从后门楼梯进入
楼内，逐层逐户地毯式搜索被困人员，21 时 18 分，被困人
员全部被救出。21 时 26 分，明火被扑灭。21 时 52 分，现场
排查处置完毕。

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 60 平方米，燃烧物为木箱、货架、
电脑等物品。着火建筑为框架结构，共 3 层半。此次灭火救
援行动共营救 2 名被困人员，疏散 2 名被困人员。目前，火灾
原因及财产损失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三亚铁警开展“平安站车路 金
盾护你行”安全主题宣传活动

营造良好护路氛围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钟泽亮）7 月 10 日，三亚火车

站派出所联合乘警支队开展“平安站车路 金盾护你行”安全
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种宣传方式，提高旅客安全防范意识，
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铁路安全秩序的良好氛围。

当天，该所和乘警支队的青年民警在动车上向旅客发放
宣传资料，讲解禁止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的相关规定，并宣
传在列车内吸烟、霸座等行为是违法行为，提倡旅客出行要
营造和谐、温馨、有序的旅途环境。民警还向旅客讲解各类
扒窃、诈骗手段、消防、反恐等防范措施。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7 月 11 日，记者从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该局今年第二季度
共完成并公布 821 批次食品样品监督抽检结
果，其中，检验项目合格的样品 790 批次，不
合格样品 31 批次，样品总体合格率为 96.2%，
合格率较今年第一季度高 0.8 个百分点。

据介绍，第二季度抽检发现的主要问

题：一是检出农兽药项目不合格食品 25 批
次，占不合格食品总数的 80.6%，涉及的食品
种类为食用农产品；二是检出超范围、超剂
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 3 批次，占不合格食
品总数的 9.70%，涉及的食品种类为餐饮食
品；三是检出微生物污染食品 3 批次，占不
合格食品总数的 9.70%，涉及的食品种类为

饮料、淀粉及淀粉制品和冷冻饮品。
针对以上监督抽检中发现的问题，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采取措施依法予以查处，
并责令食品生产企业查清产品流向、召回不
合格产品；责令食品经营环节有关单位立即
采取下架等措施防控风险；责令食用农产品
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

省市场监管局第二季度监督抽检发现31批次不合格食品

农兽药不合格食品占比超8成

文昌动车站暑运以来安全输送
旅客8万人次

查获危险物品190件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陈博）7 月 11 日，记者从文昌

动车站派出所获悉，该所近日组织开展“平安站车路，金盾护
你行”专项活动。

活动以反恐、安检工作为主线，确保无危险人、危险品进
站上车；强化对站区的消防、内保检查，确保公共安全万无一
失；对喊站拉客、捡拾讨要、涉毒、盗窃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重拳出击。自 7 月 1 日暑运以来，文昌动车站已安全输送旅
客 8 万人次，期间共查获危险物品 190 件，帮助旅客找回走失
老人和儿童 1 人，寻回遗失物品 16 起，查获公安部网上在逃
人员 7 名，督导整改线路隐患 55 处，开展集中路外安全宣传
10 余场次，宣传沿线群众 2 万余人。

洋浦税务局开通税企
“直通车”

现场提供
涉税政策咨询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许光伟）洋浦

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7 月 9 日召开税企座谈
会，主动服务，为兖矿集团开通税企“直通
车”，现场提供全方位、个性化、专业化的
涉税政策咨询，在优化纳税服务上提质增
效，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座谈会上，针对企业提出的有关税务
登记、社保费异地缴纳、个税扣除标准、一
般纳税人认定等政策问题，税务专家团队
一一为企业当场详细解答。对于企业提
出的开放企业协助招商奖励政策和外汇
贸易管理办法建立完善的建议，该局将及
时把企业意见反馈至管委会，帮助企业积
极寻求政府部门政策支持。

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
优化纳税服务，深入企业调研，全面系统
掌握运营模式、核算方式，及时解答有关
涉税问题，为项目快速落地提供强有力的
税收支持；定期开展回访，开展“上门问
诊”服务，及时掌握重点企业项目推进情
况，开展上门政策辅导和风险体检服务，
给企业提供全方位、直通式的服务。

我省“护苗 2019·防性侵”主题
法制教育宣讲活动启动

以情景剧等方式
普及法律知识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7 月 11 日上午，由省教育厅主办、
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协办的“护苗 2019·防性侵”主题法制教
育宣讲活动正式启动。

宣讲团由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刘敏带领法学院学
生，以海口为起点，在临高县、洋浦经济开发区、儋州市、白
沙、昌江黎族自治县等市县进行法制教育宣讲。除宣讲防性
侵法律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为主要活动方式外，还将由
法学专业学生通过情景剧等生动活泼的方式为中小学生及
幼儿普及以上相关法律知识。通过基础的性教育知识与防
性侵法律知识及情景剧、游戏等方式，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树
立基本且重要的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传递一些简明且具
体的防范措施，而针对孩子的父母、近亲及深处一线的基层
教育工作者，“防性侵”普法宣讲十分必要且应长期、广泛宣
传，从而实现“防性侵”法治知识与法治教育理念的普及。

海口公交专用道开通10天，数据显示途经公交专用道49条公交线路提速1.78%

大幅缩短市民乘候车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