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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消防扎实开展“119”宣传月活动

开放消防站
接待“萌娃”参观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蒋卷勇）11 月 29 日上午，
定安消防救援大队开放消防站喜迎金童幼儿园和大苹果幼
儿园师生前来参观学习，扎实开展“119”宣传月活动，进一步
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该大队消防员首先带领萌娃们体验了消防逃生体验
屋。在消防车库，消防员带领师生们参观消防车辆装备，对
消防战斗服、抢险救援器材等消防装备进行“零距离接
触”。消防员组织师生观看消防宣传片，逐一讲解了如何识
别消防标示，如何开展消防安全自查，如何预防火灾发生，
一旦火灾发生如何正确报警、如何正确使用消防器材、扑救
初期火灾以及火场逃生知识等。

此次参观学习，幼儿园师生对火灾的危害性、消防知识
和日常防火常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王
敬雄 陈超英）11 月 28 日，琼海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按照省交警总队关于“全国交
通安全日”工作部署要求，联合电影公司和
老陶义工社到博鳌镇沙美村开展“美丽乡
村安全行 电影下乡进万村”放映活动。

活动现场，该大队民警为村民放映农
村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宣传片，用真实的事
故案例详细介绍了农村地区多发的酒驾、
无证驾驶、农用车违法载人、驾驶报废车、
驾驶二轮车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
带来的严重危害性，突出讲述农村地区迫
切需要强化村民的交通安全意识，对群众
进行正确的交通安全引导。

老陶义工社成员通过快板表演、有奖
竞猜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普及交通安全标
志标牌常识、交通法律法规，现场村民积极
参与，反响热烈。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宣传人员向群众宣传普及交通安全标志标牌常识宣传人员向群众宣传普及交通安全标志标牌常识

本报讯（记者张英 通讯员陈世清 李盛
兰）12月 1 日 16 时，海口市公安局、海口市委
网信办、海口市文明办等部门联合举办“全
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广大交

通参与者“守规则除隐患、安全文明出行”。
宣传活动通过舞蹈、快板、歌曲等文艺

演出，现场还以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传
教育片、交管业务咨询、事故案例展板、爱

心赠送电动车安全头盔等形式，教育引导
市民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自觉摒
弃交通陋习，杜绝交通违法行为，共同创
建尊规有序、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本报讯（记者刘武军）12 月 1 日上午 8
时 30 分，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天
涯区海月广场开展以“守规则除隐患 安全
文明出行”为主题的“全国交通安全日”宣

传活动，提高全社会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关
注度，大力营造文明交通氛围。

活动现场，以发放宣传资料、展示事故
案例展板、接受群众咨询等形式开展。民

警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教育引导市民
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自觉摒弃交
通陋习，杜绝交通违法行为。活动现场共向
市民游客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3000余份。

男子疑出老千
被殴打致死
广东地下赌场一名保安潜

逃12年被海口铁警抓获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汪楚雯）
12 月 1 日，记者从海口东高铁站派出所
获悉，该所民警近日在海口东高铁站附
近成功抓获涉嫌故意伤害案的犯罪嫌疑
人杨某。

经查，2007 年，杨某（现年 35 岁，广东
省湛江市人）在广州市海珠区某地下赌场
内任职保安人员，当年 11 月 18 日凌晨，该
赌场人员发现被害人黄某“出千”赢钱，强
令黄某归还所赢的钱，并另外再拿出 10 万
元作为赔偿。黄某想逃跑，被赌场保安杨
某、陈某、林某打倒在地，后大腿、腰部被
刺多刀，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杨某得
知消息后，连夜逃回老家藏匿。广州市公
安局海珠分局以涉嫌故意伤害案对杨某
网上通缉。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作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周海燕）
11 月 29 日，生态环境部派出核查组联合省
生态环境厅对海南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定安
县污水处理厂）挂牌督办整改情况进行现场
核查。

核查组现场查阅有关资料，实地查看污
水处理厂整改情况、污水治理设施运行情
况、自动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并安排监测单
位对污水处理厂外排废水进行采样监测，对
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比对监测。

生态环境部核查组认为，省生态环境厅
积极督促定安县人民政府及排污单位进行
整改，基本落实了挂牌督办要求。同时要求
企业继续完善环境保护制度，按照有关规范
运行维护自动监测及治污设施，确保正常运
行，稳定达标排放，并加快推进二期工程建
设。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应切实履行属地监
管职责，不断提高监管能力，严格落实各项
环境管理制度。

据了解，今年 6 月 20 日，生态环境部对

海南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定安县污水处理
厂）主要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等问题挂牌督
办，期限 6 个月。自挂牌以来，定安县政府高
度重视，成立整改领导小组，制定整改方案，
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间节点，确保整改工作顺
利推进。针对企业超标排放行为，定安县生
态环境局对县水务公司进行立案查处，罚款
26.3 万元，复查监测显示仍然超标，该局则启
动按日计罚，罚款 762.7 万元。

在重罚之下，污水处理厂进行了整改：

更换硝化回流泵，提升回流比，提高反硝化
能力；投加高效菌种，增强生化系统处理能
力；更换曝气系统，提升溶解氧利用效率；
增设污泥深度脱水系统，增设板框式污泥脱
水机备用。经过整改，污水处理厂运行稳
定。6 月至 9 月，定安县生态环境局委托第
三方监测单位每半月监测一次，监测结果全
部达标。10 月 17 日，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对
污水处理厂检查，结果手工监测达标，比对
监测合格。

阻挠工地施工
敲诈勒索10万元

一网上通缉人员被海口
铁警抓获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汪楚雯）
海 口 一 男 子 以 开 发 房 屋 所 用 土 地 属 村
民所有为由，多次到施工工地滋事，阻
挠正常施工，并索要钱财 10 万元。11 月
29 日，海口高铁东站派出所民警成功抓
获 因 涉 嫌 敲 诈 勒 索 被 海 口 警 方 通 缉 的
张某。

当天 8 时许，该所民警根据研判摸索
在高铁站附近成功擒获网逃人员张某。
经查，2016 年 7 月，张某（46 岁，海口市美
兰区人）伙同王某、李某等人在海口市美
兰区滨江路某房产公司工地，以开发房屋
所使用土地属村民所有为由，多次采取拦
阻车辆、石头砸装载机等手段，致使工地
不能正常施工。张某等人向施工方提出
索要 20 万元要求，否则不允许施工。施工
方迫于无奈，经讨价还价，给张某等人 10
万元才得以正常施工。今年 9 月，海口市
公安局美兰分局立案侦查，以涉嫌敲诈勒
索对张某网上通缉。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移交立案单
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未保持完好有效
一商场存在消防隐患被海口琼

山消防责令限期整改

本报讯（记者连蒙 林小钦 通讯员王秀青）11 月 29 日，
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对海口琼山金煌服饰商场开展
消防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该场所的消防安全隐患，同
时，也进一步提高该场所的火灾防范水平。

当天，该大队检查人员对琼山金煌服饰商场内的消防设
施设备、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进行检查。经检查发现，该
场所存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未保持完好有效、水泵房未设置
甲级防火门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以上存在的隐患，检查人
员依法责令该场所负责人进行限期整改。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12 月 1 日，记者从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海口龙华陈某
冰鲜鱼摊位销售的黄花鱼、海鲈鱼等食品被
检出含有氧氟沙星等国家禁用兽药，涉嫌符
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目前海口市
公安局龙华分局已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

9 月 9 日，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委
托，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派工作人员
到海口市龙华区金秀路 1 号金海广场 1-2 栋
1-2 层铺面的海口龙华陈某冰鲜鱼摊位正在
经营的黄花鱼、海鲈鱼等食品抽检。9 月 28
日，该院出具的《检验报告》显示，上述黄花
鱼、海鲈鱼的氧氟沙星项目不符合农业部公

告第 2292 号发布在食品动物中停止使用洛
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 4 种
兽药的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9 月 28 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
分局收到上述《检验报告》，次日派执法人员
到海口龙华陈某冰鲜鱼摊位现场检查，未发
现上述不合格批次的黄花鱼、海鲈鱼（已全
部销售），执法人员当场责令当事人立即停
止违法行为并在其摊位张贴《召回启事》，公
布召回与上述检测不合格同一批次黄花鱼、
海鲈鱼信息，责令当事人立即开展原因排
查，针对存在问题立马改正，一个月内提交
整改报告。经查明，9 月 9 日，海口龙华陈某

冰鲜鱼摊位经营者陈某购进上述不合格的黄
花鱼 4 公斤，购进不合格海鲈鱼 3.5 公斤，都
全部销售，货值金额共 228 元，违法所得 15
元。陈某未能提供上述不合格黄花鱼、海鲈
鱼的供货者的资质证明、检验合格证明、进
货票据、进货记录等材料，未能说明来源。

陈某经营上述行为，涉嫌符合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获罪情形。10 月 17
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局依法将
案件移交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侦查处理。
目前，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已对海口龙华
陈某冰鲜鱼摊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
案”进行立案侦查。

酒后骑摩托车
与挖机相撞

万宁警方抓获一名涉嫌危险驾
驶在逃人员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王雷）11 月 29 日，万
宁市公安局和乐派出所经摸排和严密布控，成功抓获一名涉
嫌危险驾驶在逃人员。

据了解，2018 年 4 月 30 日 14 时 40 分许，李某清驾驶一辆
二轮摩托车在和乐镇振兴街与龙某雄驾驶的一台轮式挖机
相撞，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经检测，李某清当时的酒精含量
为 153mg/100ml，涉嫌危险驾驶。但事后李某清不肯配合公
安机关到案审查，一直潜逃在外，万宁市公安局将其列为网
逃人员进行追逃。和乐派出所经对各种在逃人员进行梳理
摸排时，发现涉嫌危险驾驶的在逃人员李某清（男，现年 34
岁，万宁市和乐镇人）活动在万宁市万城、和乐等地，于是组
织警力开展侦查。今年 11 月 29 日中午，和乐派出所民警在
和乐镇某宾馆处将李某清抓获。

目前，案件已移交万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作进一步办理。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海口市生态环境局
近日依法代拟《海口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
定（征求公众意见稿）》，向社会公布并广泛征
求意见。有关单位及个人如有意见及建议，
可于12月28日前反馈至海口市生态环境局。

《海口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征求
公众意见稿）》（下称《意见稿》）规定，在海口
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应当取得应急管理部门
的许可。在市区域内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
竹，应取得公安机关的运输许可。春节、元
宵节、国庆节等节假日以及重大活动期间，

确需在海口市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
焰火燃放活动的，主办单位应向公安机关提
出申请，并取得《焰火燃放许可证》。

《意见稿》提出，未经许可经营、超许可
范围经营、许可证过期继续经营烟花爆竹
的，由应急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非法经营活
动，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
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未经许可经
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
止非法运输活动，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没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违法所

得；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者
邮寄烟花爆竹以及在托运的行李、包裹、邮
件中夹带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没收非法
携带、邮寄、夹带的烟花爆竹，可以并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在海口市区域内
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
放，对个人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未经许
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
动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对责任单
位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海口一女子投简历后到
公司上班，结果掉进诈骗窝点

涉嫌诈骗案
被文昌铁警抓获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陈博）11
月 28 日，文昌高铁站派出所民警在文昌
高铁站抓获被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以涉
嫌诈骗案列为网逃人员的唐某。

经查，今年 7 月，湖北省赤壁市公安
局在赤壁市某小区内捣毁一个涉嫌电信
网络诈骗窝点，经调查，唐某（女，29 岁，海
口市人）有重大作案嫌疑。据唐某称，
2007 年自己中专毕业后一直在海口打工，
直到 2017 年在网上投了很多简历，面试了
很多家公司，就在决定选其中一家公司上
班的时候，接到了位于湖北赤壁的某公司
主管电话联系去上班，这家公司在某小区
内。因为不是在正规的写字楼里办公，唐
某开始并不想去，公司又打来电话说他们
公司总部在某某大厦，因扩展业务办公空
间不够，小区里办公场所是临时租用的。
唐某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就去该公司上
班。唐某在公司主要负责做一些日常开
销报表，公司负责人给一些不固定的账号
让自己转账，具体转去了哪里也不清楚。
因为家里弟弟要上大学，再加上公司每个
月能按时发工资，唐某一直在这家公司上
班到今年 6 月才辞职。

目前，唐某已移交给立案单位作进一
步调查。

海口美兰专项检查瓶装液化天然气

全力排查隐患
使用改装气瓶等行为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王聘钊）11 月 29 日，记者
从海口市美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自即日起该区开展为
期 2 个月的“今冬明春”瓶装液化石油气专项检查工作，规范
瓶装燃气企业安全生产、预防和遏制瓶装燃气事故发生。

11 月 28 日，该局召开“今冬明春”瓶装液化石油气专项
检查工作部署会。会议明确，此次检查内容包括：在不具备
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瓶装燃气；使用非法制造、报废、
改装的气瓶或者超期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的气瓶充装瓶装
燃气；未取得瓶装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经营活动；未按照瓶
装燃气经营许可证的规定从事瓶装燃气经营；擅自为非自有
气瓶充装瓶装燃气等行为。

路边投毒饵
毒死4条狗

一男子作案时被群众发现并报
警，被万宁警方行拘15天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王雷）11月28日，万宁
一男子用掺有毒药的鸭肉将路边4条狗毒死后盗走，万宁市公
安局河东派出所在群众协助下将其抓获，缴获被盗的4条狗。

11 月 28 日凌晨 2 时许，群众王某在万宁市兴隆区兴政路
段看见一名男子驾驶摩托车来回行驶，鬼鬼祟祟，形迹可
疑。王某暗中对该男子观察一会儿后，发现该男子突然将一
条黑狗抱上车后离开。于是，王某驾车尾随该男子来到兴隆
温泉大道路段，将其拦下并报警。河东派出所接到报警后，
立即组织警力赶到现场，将该男子控制住，现场从一麻袋里
搜出 4 条死狗，其中黄狗 2 条、黑狗 2 条。经审查，该男子王
某高（33 岁）系万宁市万城镇车头村委会车头村人。11 月 28
日凌晨，王某高驾驶一辆无牌摩托车在 223 国道万宁市长丰
镇处寻找作案目标，用事先准备好的毒药掺鸭肉作饵，将路
边的 3 条狗毒死后盗走，然后继续驾驶摩托车来到兴隆兴政
路毒死一条黑狗，被热心群众发现并报警。

目前，王某高已被行政拘留 15 日。

FZ 关注“全国交通安全日”

定安一污水处理厂主要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被生态环境部挂牌督办

重罚之下认真整改监测合格

琼海交警走进乡村开展“全国交通安全日”宣传

下村放映交通安全教育宣传片

海口交警等部门联合举办“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

送安全头盔教育市民遵守交通

三亚交警组织“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

结合案例教育市民摒弃交通陋习

销售含禁用兽药黄花鱼
海口一商贩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被警方立案侦查

海口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违规卖烟花爆竹拟最高罚1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