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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冤昨日袁本
报以叶新划的斑马线袁路口却有护栏
阻拦曳为题袁报道了野海口滨海大道与
泰华路交汇处原来的斑马线被抹掉
了但却还留有路口袁 新划的斑马线袁
路口却有护栏阻拦冶一事袁引起海口
公安交警支队领导的重视袁交警支队
承诺以后将对施工点和工程施工队
伍加强管理袁 防止出现类似问题袁方
便市民出行遥

据了解袁1月 17日袁 工人在海口
滨海大道与泰华路交汇处加班施工袁
施工完毕后因时间太晚没来得及移开
护栏袁但 1月 18日中午已经将护栏移
开遥 海口公安交警支队承诺以后将对
施工点和工程施工队伍加强管理袁防
止出现类似问题袁方便市民出行遥

海口公安交警呼吁袁 如认为道路
标志标线尧 交通护栏有需要调整优化
的建议袁 可以拨打海口公安交警支队
指挥中心电话 66796624反馈遥

据悉袁春节临近袁此次行动是
为严厉打击贩卖野私彩冶的违法犯
罪活动袁净化社会空气袁维护辖区
治安稳定的遥此次行动中红岛边防
派出所共出动警力 18人次袁 联合
美兰便衣队对辖区进行了突击检
查袁共抓获通过贩售私彩为赌博提
供条件的秦某贝 渊女袁1992年 6月
8日生袁海口市人冤尧陈某渊女袁1979
年 7月 26日生袁海口市人冤尧陈某
娟 渊女袁1960年 10月 13日生冤尧云
某芳渊女袁1975年 8月 9日生袁文昌

市人冤尧洪某萍渊女袁1967 年 4月 2
日生袁海口市人冤五人袁捣毁贩售私
彩窝点 5处袁扣押用作贩售私彩的
笔记本电脑 5台遥

经查袁上述五人对通过贩售私
彩为赌博提供条件的违法行为供
认不讳遥

目前袁该所分别对陈某尧陈某
娟尧云某芳尧洪某萍四人处以行政
拘留 15日袁并处罚款 1900元的处
罚决定袁对患有精神类疾病的秦某
贝处罚款 1900元遥

临时垃圾站占道扰民两个月，臭！
秀英环卫局院转运站正在升级改造袁春节前竣工后马上撤走

海口红岛边防派出所查获野私彩冶贩售点 5处

4名“私彩老板”罚 1900元拘 15日

商报讯(记者李兴民 ) 1月 19日
早晨袁海口市大同路财富大厦因为工
人在 5楼电梯井电焊切割废旧电 梯
轨道时袁火花掉落引燃电梯井电缆引
发着火袁海口市公安消防支队官兵到
场后将火扑灭袁并成功疏散 4 名被困
人员袁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遥

当日上午 9时 16分袁海口市公安
消防支队 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袁
立即调派所长堤中队袁 国兴 中队袁金
融中队赶赴现场扑救遥
据财富大厦知情人透露袁 当时大

厦里的一个废旧电梯需要更换袁工人
正在 5楼进行切割作业时袁 火花掉落
引燃了负一层电梯井内电缆袁引发着
火冒烟袁大厦安保人员发现后使用室
内消火栓控制火势遥 消防官兵到场
后袁及时将火扑灭遥 当时袁有 3人被困
十九楼 1902房间袁消防官兵组成搜救
小组上至十九楼 进行搜救遥 9时 50
分袁 消防官兵成功将十九楼的 3名被
困者救出遥 10时 07分袁消防官兵又发
现一名正在睡觉的工人袁随即带其转
移到一楼安全区域遥

商报讯 渊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全克杰冤野一时懊恼就
想轻生袁 现在挺后悔的袁 感谢边防民警帮我捡回了一条
命浴冶1月 16日袁三亚西岛边防派出所警民联动袁成功救助
一名跳海轻生女子遥

野请救救我姐姐浴 我收到她的短信袁她可能到三亚西
岛跳海轻生了浴 冶当日中午 12时许袁三亚西岛边防派出所
接到远在四川的孟女士报警求助称院 其姐姐可能要跳海
轻生遥 了解情况后袁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救助预案袁针对西
岛旅游区游客多尧海岸线长的问题袁充分发动景区各沿海
工作人员进行排查遥 12时 30分袁民警在西岛景区第三游
泳区发现一名女子未带救生圈向深海走去袁 有轻生的迹
象袁这一举动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袁民警判断袁这名女子可
能就是报警人口中所说的野姐姐冶遥见状袁民警和救生人员
迅速跳入海中袁游向该女子袁并将该女子救下带回岸边遥
上岸后袁民警发现该女子面色苍白袁无精打采袁便迅速联
系了景区医务人员进赶来进行抢救遥 经医生诊断抢救和
后来询问得知袁在下海前 20分钟袁该女子就已经口服了
两粒艾司唑仑渊有安眠作用冤袁要是晚到几分钟袁该女子可
能已经沉入海底并溺亡了遥
据了解袁该女子姓孟渊43岁袁四川人冤袁因下海经商受

挫袁独自一人来三亚寻短见遥 在来到西岛景区之前袁她已
经将所有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全部寄回四川袁 并与家人
发送了最后的道别短信遥 经过民警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
作袁该女子打消了自杀念头袁并对自己鲁莽冒失的行为感
到了悔意遥

叶新划的斑马线袁
路口却有护栏阻拦曳后续

海口交警承诺
以后加强管理

切割废旧电梯
不料引发火灾
事发海口财富大厦无人伤亡

商报讯渊实习记者 符南珍 摄影报道冤昨日袁市民王女士
拨打本报新闻热线反映袁 海口市秀英区秀英大道魅力 100
附近一处非机动车道袁 被占用来停放垃圾车收集垃圾已经
两个多月袁弄得附近臭哄哄的遥 还逼得电动车没路可走袁只
好走上机动车道上袁存在安全隐患遥 而附近书场村新建的垃
圾转运站工期缓慢袁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监督力度袁早点建好
垃圾转运站袁尽快将这个临时垃圾转运站搬走袁还路于民遥

上午 10时 20分袁 商报记者
来到海口市秀英区秀英大道海南
省商业学校对面看到袁 一处非机
动车道被蓝色的铁皮围起来袁里
面放着十来辆手推垃圾车袁 但是
只有两辆车装有少量垃圾袁 其他
的都是倒置着的遥 而途经此处的
电动车摩托车无法通行袁 便跑到
机动车道上去袁存在安全隐患遥
王女士告诉记者袁去年 11 月

份书场村原来的垃圾转运站拆掉

改造后袁 便将临时的垃圾转运站
设在这里袁 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停
放几辆垃圾车袁 铁皮是后面才围
起来的遥王女士觉得袁长时间占用
非机动车道来收集垃圾很不好袁
也不美观袁现在海口正在进行野双
创冶袁 哪里都搞得干干净净的袁这
里竟把臭哄哄的垃圾搬到马路上
来了袁 所以还是希望新的转运站
快些建好袁赶紧搬回去遥
附近商户苏先生说院野垃圾转

运站搬来这里后袁 可以说这两个
月来我一直闻着腐臭味生活袁还
有苍蝇蚊子都增多了袁 但是能够
理解环卫局的做法袁 只希望新的
垃圾转运站能够早点建好袁 早些
搬回去遥 冶

11时许袁 记者来到书场村文
化广场看到袁 新建垃圾转运站的
两层水泥主体构架已经建成袁但
是现场没有看到有工人在继续
施工遥

占道扰民 临时垃圾站让人讨厌

随后袁 记者向秀英区环卫局
张局长致电反映遥 张局长告诉商
报记者袁 这个问题不解决影响很
大袁环卫局也很着急遥但是在路边
设立临时垃圾转运站是没有办法
的办法袁 因为书场村居住人数较
多袁每天的垃圾量都比较大袁而原
来的书场村垃圾转运站比较简
陋袁垃圾暴露袁污水横流袁不美观遥
所以环卫局决定将其升级改造成

可以避免垃圾暴露的密闭式压缩
箱转运站遥 环卫局也想把这个为
民办实事的项目做好袁 但是建设
过程中遇到书场村小街小巷道路
改造袁道路不通袁建设材料运不进
去袁导致没办法动工袁因此耽误了
两个月袁不然按照计划是 12月底
就建成完工了浴 目前转运站的主
体建设基本完工袁 环卫局也在督
促施工方袁让他们加班加点施工袁

赶在春节前竣工投入使用遥 而环
卫局已经将转运站需要的设备采
购回来袁就等着建设竣工袁马上投
入使用遥
因为这个问题给附近居民带

来的不便袁 环卫局也感到非常不
好意思袁 同时也希望市民能够体
谅袁再忍受几天袁等书场村垃圾转
运站建好后袁马上搬回去遥

银临时垃圾站设在非机动车道上

商报讯 渊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邵 帅冤 1月
17日袁海南海口边防支队红岛边防派出所在省
厅尧市局的统一领导下袁在辖区范围内集中开展
打击整治贩卖野私彩冶专项行动遥

女子跳海欲轻生
民警及时解救

商报讯渊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李
光贵 摄影报道冤 1月 18日 19时 50
分许袁昌江县 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称院位于昌江县建设西路文明小区内
有一小女孩手被防盗门夹住袁请求消
防官兵前来救援遥 接到报警后袁县消
防中队迅速出动到场施救遥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经过勘查
发现袁一名 1岁半大的小女孩袁被不
到 1 公分的防盗门缝紧紧夹住四
指袁并有淤血现象袁了解情况后袁中
队指挥员果断命令救援官兵利用液

压开门器进行扩张施救袁 为了避免
不让被困者受到二次伤害袁 消防官
兵使用毛毯对小孩头部进行保护
后袁再进行扩张施救袁经过消防官兵
紧张的救援遥 5分钟后袁成功将小女
孩救出遥
事后经了解得知袁小女孩是在玩

耍时不小心将手指插入门缝上夹
住袁所幸袁小女孩手指并无大碍遥 在
此袁消防官兵提醒各位家长袁在平时
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安全袁 预防各类
安全时间的发生遥

小女孩手指被门缝夹住
昌江消防成功处置

银消防用开门器进行扩张施救

环卫局长 书场村垃圾站建好后就搬

惊 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