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 渊记者 王辉 通
讯员 郭辉冤 海口市政工程维
修公司以全市野双创冶工作动
员大会精神为动力袁 以不等
不靠尧 一天也不耽误的实干
精神袁加大对市政道路尧路灯
的检修力度袁合理安排工作袁
双休日不休息袁 采取白天与
晚上相结合方式检修设施袁
白天以路面及人行道设施快
速小修小补为主袁同时袁为减
少修路对城市交通秩序的影
响袁 市政维修工人将路面维
修作业时间安排在晚上 10
时后至第二天凌晨的时间段
进行遥 连日来袁该公司对白龙
南路尧丘海大道尧国兴大道尧
滨海大道尧 秀英大道等管养
的 270 条市政道路路面尧路
灯及人行道设施分段进行维
修遥 进入野双创冶模式短短 2
个月袁 该公司养护责任内的
道路尧路灯尧人行道等市政设
施就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遥

记者在秀英大道的维修现场看
到袁 往往沥青混凝土热料刚被机器
摊铺压平袁 蔡家迈和工友们就站到
了上面袁 用铲或耙将压路机无法压
到的边角处沥青砼仔细铺平摊匀袁
再使用振动平板夯进行二次压实袁
确保平整没有缝隙遥蔡家迈说袁由于
经常站在滚烫的沥青砼上作业袁维
修工人的一双新鞋经常穿不到一个

月底就被烫坏了袁得换新鞋遥
为了不妨碍交通秩序袁 道路维

修施工也常会选择错开车辆高峰时
段进行遥 9月 10日晚上 11时多袁路
面维修工人王海明和几位工友正在
白龙路琼苑宾馆前附近进行道路维
修袁现场的情形可以用野人蒸桑拿汗
如注冶来形容遥 王海明表示袁虽然路
面每次施工都会设置指示牌和安全

围挡袁并有安全员负责疏导交通袁但
不少车主为图方便直接盲目加速开
到正在修补的道路上袁 施工作业场
所内人多物杂袁 刚压平的沥青砼也
还处于高温袁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
果难以想象遥野希望车主看到维修安
全指示牌的时候能够适当减速绕
行袁 不要为节省时间图方便强行闯
关冲卡袁共同爱护市政设施遥 冶

银拆违现场

商报讯 渊记者 陈王凤 摄影报
道冤10 月 20日有关媒体报道了海
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野双创冶工作存在
野双创冶知识知晓率低尧部分场所脏
乱差等问题遥 海医附院第一时间进
行整改袁20日下午组织开展大扫除
清除院内卫生死角袁 并将大扫除作
为定期活动开展遥

20日上午 9时 08分袁 海医附
院院长李丽接到消息后立即电话指
示分管院领导召集医院野双创冶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尧物业公司经理开会袁研究整改措
施和方案遥 同时向海南医学院有关
领导报告南北楼职工住宅区内存在
的卫生和消防隐患遥

9时 35分袁 海医附院双创冶工
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尧 副院长冯

琼主持召开整改协调会袁 并部署了
一系列整改措施遥

针对海医附院职工野双创冶知识
知晓率低问题袁海医附院将于 10月
21日印发一万份野双创冶知识小册
子袁做到人手一册遥各科室将利用科
务会尧交班会组织全科室人员学习袁
自学和集中学习相结合袁 做到 野双
创冶人人知晓遥院务会尧科主任例会尧
科务会等各种大小会议上袁 也将做
到逢会必讲野双创冶袁使野双创冶工作
深入入心入脑遥 海医附院党委办公
室将从 10月 20日下午开始袁 组织
各党总支书记尧 支部书记分头到各
科室检查学习情况袁进行知识提问袁
并于 10月 25至 30日组织全院人
员进行野双创冶知识考试遥

10月 20日下午 3时 30分袁海

医附院组织行政后勤机关干部职
工尧 志愿者和物业工人开展环境卫
生大扫除活动袁 大家拿起扫把尧簸
箕尧铁锹着重清除院内卫生死角袁院
区小道尧 小巷杂枝袁 垃圾桶旁的纸
屑尧杂物尧果皮尧烟头等遥 据了解袁海
医附院全院卫生大扫除活动将定期
每月开展一次袁变成常态化工作遥

医院还将整治道路交通秩序袁
合理规范车辆行驶袁 劝导车辆不乱
停乱放遥 并要求工作人员注意仪表
仪容袁着装整洁尧佩带工作卡尧微笑
服务袁持续开展优质服务活动遥

冯琼表示袁 海医附院决心以此
为契机袁强化环境卫生治理袁切实把
野双创冶工作与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
划结合起来袁 把各项整改措施落到
实处袁并抓紧抓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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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于公交新月出租车司机违规
收取乘客野返空费冶一事袁海口市交通
港航执法支队非常重视袁 及时通报所
属企业袁并按照出租车行业八不准予
以严厉处罚袁 同时要求企业加强对驾
驶员的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培训教
育遥 公交新月公司对于野顶风作案冶的
当事司机做出了开除处理决定袁 报执
法支队备案袁 并表示加强从业人员的
法律法规意识和文明行为意识的教
育遥 当事司机到执法支队接受处理并
写下检讨书袁 退回多收的金额遥 交通
港航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公交

车和出租车八不准出台后袁 支队加大
此方面的检查力度袁 对于违反八不准
的坚决予以严厉查处袁为市民和游客
提供一个文明便捷的出行环境袁 同时
提醒广大市民如遇到欺客尧宰客尧甩客
行为请保存乘车发票等证据袁 及时拔
打投诉电话院66665666 进行投诉袁发
挥野双创冶工作中群众监督力量袁共同
打造海口文明交通遥

另外袁2015 年 10 月 16 日晚 11
时左右袁 李先生乘坐海南耀兴公司琼
A41495出租车拟由机场到桂林洋大
学城遥 车辆驶离美兰机场通道后袁驾

驶员便与李先生议价袁 因讲价不合在
通道外甩客袁 李先生被迫自己走回机
场通道交通执法岗亭投诉该车遥 经现
场录像与客人笔录核实袁 议价甩客情
况属实袁 执法支队对当班驾驶员李某
某处于罚款 2000元的顶格处罚遥 同
时袁当班驾驶员李某某也被开除遥

目前袁正值海口市野双创冶工作如
火如荼进行期间袁为助力野双创冶工作袁
海口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一再三申五令
严令禁止出租车驾驶员在营运过程中
议价尧宰客尧拒载尧故意刁蛮乘客遥 以
上两起重大违规经营行为给出租车行

业野双创冶工作抹黑袁有损海口市国际
旅游岛的形象袁 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
响遥 经研究袁 海口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对驾驶员管教不力的海南耀兴运输集
团有限公司尧 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
公司在行业内予以通报批评曰 对当班
驾驶员李某某尧王某某袁除由综合执法
支队根据 叶海口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
条例曳进行处罚外袁根据叶海口市出租
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曳分
别扣服务质量考评分 10分和 5分袁同
时责令企业依据合同和企业管理制度
从严从重处罚遥

叶这位的哥袁你拖了海口野双创冶后腿曳报道引起海口市交通部门重视

宰客甩客 两名的哥顶风被开除

银当事司机接受处理并写检讨书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冤打表 38元却索要乘客 60元袁国际旅游岛商报 19日独家报道了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一位
的哥拖了海口野双创冶后腿一事后袁立即引起海口市交通部门重视袁开出野双创冶出租车首张罚单要要要对涉事的哥进行开除遥

19日商报报道此事后袁海口公交
新月汽车有限公司领导高度重视袁立
即召开紧急会议袁 责令安全技术服务
部配合车队立即展开调查袁 如情况属
实必须从严从重处理袁20日前必须将
调查结果及处理决定上报公司领导曰

要求其他车队结合本队实际情况进一
步开展教育工作袁 必须加强司机管理
杜绝似类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遥 19日
上午当事人渊的哥冤王某某回公司接受
调查袁并承认情况属实遥
鉴于王某某的行为违反相关管理

规定袁严重损害了行业形象袁特别是海
口野双创冶活动开展以来袁公司每月例
会重点对司机反复开展职业道德尧文
明服务等教育工作遥 王某某仍我行我
素以身试法袁行为极其恶劣遥海口公交
新月汽车有限公司决定袁 解除与王某

某签订的合同袁要求王某某 21日前必
须办理完毕所有手续遥 对车队长陈某
某进行通报批评袁责令做出书面检讨袁
限三日内制定整改方案袁 必须采取有
效措施加强本车队驾驶员的教育培训
和管理工作遥

海医附院部署整改 定期大扫除

你拿扫把我拿簸箕 一起清除卫生死角

银医院组织职工开展卫生大扫除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 特约记者 梁
崇平 通讯员 陈建宇 摄影报道冤10月
20日袁 海口美兰区政府组织城管尧灵
山镇尧公安尧联防尧国土等部门共 499
人袁依法强制拆除灵山镇新琼片区田
上村的 6宗尧2130平方米违法建筑遥
据介绍 8月底以来袁美兰区政府接连
在新琼片区的榕树村尧南排村尧田上
村等组织了 4次大规模拆违行动袁共
计拆除违建 49宗尧33178平方米遥

海口美兰再拆
灵山新琼违建
6宗 2130平方米违建倒了

商报讯 渊记者 王辉 特约记者 吴
彭保 通讯员 陈创淼 摄影报道冤 重拳
出击袁马上就拆遥 20日下午袁海口秀英
区兑现对叶亮见曳的承诺袁派出 200多
名工作人员对长流镇美德村一栋面积
624平米的四层违建进行强拆遥
据悉袁 由于农村道路狭窄一些作

业机器不能进去只能进行人工拆除袁
预计要用 15天才能把这栋违建拆除
完毕遥秀英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下一步袁将在全区进行巡查袁发现一起
严查一起袁让违建不过 48小时遥同时袁
加大举报机制建设袁发动市民参与举
报违建袁让违建无藏身之地遥

长流镇美德村
四层违建开拆

银四层违建开拆

海口市政工人野双创冶路上发挥不等不靠尧一天也不耽误实干精神

分时分段维修270条市政道路
晴天一身土尧雨天一身泥袁道路

上哪里有病害袁 哪里就有他们忙碌
的身影袁 他们是市政道路的维修工
人袁 他们身上没发生过什么惊天动
地的大事袁也没有太多感人的故事袁
巡查尧修复尧清场袁简单的六个字是
他们每天工作的主题袁 但正因为有
了他们袁 海口的条条大路才得以畅
通和平坦遥

8月 24日中午的海口袁盛夏的

艳阳炙烤着路面袁散发出腾腾热气遥
在秀英大道靠近海秀西路东南侧的
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上袁 该公司路
面维修所的 20多名工人正在这里
对近 400 平米的坑洼路面进行维
修袁 此前他们已经工作了近 4个小
时袁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遥今
年 58岁的工人蔡家迈在道路维修
岗位上已经工作了 21个年头袁他告
诉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袁 海口气温

高袁 他们平时工作起来就像洗日光
浴袁汗水一出来就迅速被蒸发干了遥
为了不影响抢修道路袁 工人们每天
中午都是在工地吃快餐袁 吃饭竟吃
出沥青味袁工作时间中午从不休息遥
由于长期接受沥青臭味的 野熏陶冶袁
尽管工人作业时都采取戴口罩尧手
套等防护措施袁 但个别工人的嗅觉
早已迟钝袁 也患上了慢性鼻炎尧咽
炎尧胆结石等职业病遥

A 经调查，宰客情况属实，开除涉事的哥

B 一的哥议价甩客被顶格处罚 2000元

吃饭吃出了沥青味

新鞋穿不了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