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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面装修挖5米大坑 你在拆房吗？
海口昌茂城邦小区业主担忧影响小区楼体结构安全 多部门介入调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双 摄影报道冤 一楼铺面进行装修袁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袁可如果在地面上挖深坑袁并且拆掉了承重柱袁那可不
对了遥 18 日 8 时 30 分许袁位于海口市椰海大道昌茂城邦小区门口袁小区业主唐女士在散步时发现袁在小区 6 栋一楼一处铺面内袁有一辆挖机正在里面施
工遥 她走近一看袁眼前一幕惊得她有点不敢相信院这挖机居然把在一楼铺面里面挖了一个大坑袁还把大楼的一大根承重柱给拆了遥 唐女士担心袁该铺面内挖
机的行为会影响到小区楼体的结构安全遥 唐女士随后向国际旅游岛商报求助称袁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处理此事袁制止该铺面租客的行为遥
荨铺面内被拆掉的承重柱

A 现场

一楼铺面装修挖出 5 米深大坑

接到市民求助后袁 记者立即赶
往现场了解情况遥记者在现场看到袁
一台挖掘机已将一楼铺面挖出一个
深约 5 米的大坑袁 挖出的大量泥土
堆放在一楼遥令人震惊的是袁该建筑
一根硕大的钢筋混凝土承重柱也被
拆掉了袁就被丢弃在一边遥

B 调查

时间赶到现场遥
据该负责人介绍袁 经过现场初
步调查袁 相关当事人涉嫌在装修过
程中袁 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
重结构的非法行为袁 存在较大的安
全隐患遥根据现场调查情况袁城管部
门第一时间制止擅自开挖的行为袁
并将挖掘机暂扣遥 同时袁通知安监尧

海南挂牌督办一批重大火患单位 39家摘掉重大火灾隐患野帽子冶

27家火患单位未完成整改销案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钟坚冤 为
推进重大火灾隐患整改袁我省相继对一批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进
行了政府挂牌督办袁其中大多数为人员密集场所遥 16 日袁记者从省公
安消防总队了解到袁目前袁我省还有 27 家重大火灾隐患未完成整改
销案袁其中不乏住宅尧商市场尧娱乐场所和学校等类型场所遥

各类场所
案例 重大火患“潜伏”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失灵尧 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没有反应尧消火栓没有水等消防设施功能均
已丧失遥 而这样的火患就野潜伏冶在各类场所遥
位于东方八所的龙珠商城袁 不仅有商品零
售铺面袁还有网吧尧舞厅等娱乐场所袁部分楼层
还兼做出租屋供人居住袁 建筑总面积达 10800
平方米遥 6 月 12 日袁东方市公安消防支队检查
发现该商城存在未设置应急广播系统尧未设置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尧 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尧电线线路未按要求敷设等重大火灾隐患遥
海口海天学校占地面积达 19800 平方米袁
属于海口市美兰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遥 1 月 25
日袁海口市公安消防支队美兰区大队检查时发

现该学校存在安全出口数量不足尧 疏散指示标
志尧应急照明灯大量损坏等重大隐患问题遥
洋浦控股物业渊德馨花园北区冤袁该小区有
12 栋住宅建筑袁人员居住相对密集遥 去年 7 月
8 日袁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消防支队检查发现
该小区存在各单元室内消火栓无水尧小区内设
置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尧各单元
疏散楼梯内未设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
标志尧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故障瘫痪尧地下水泵
房防火门损坏尧架空层电动车停放处未配置灭
火器材尧消防车通道被占用尧各单元架空层内
电动车随意停放且充电管理无序等重大隐患
问题遥

“炸弹”
整改 消防帮扶摘除定时
一处处重大火灾隐患袁就像一枚枚未被点燃
的野定时炸弹冶袁极易造成人员生命和财产重大损
失遥为有效净化消防安全环境袁去年以来袁全省各
级消防部门始终保持火灾隐患整治的高压态势袁
对商场尧 市场和重点单位及人员密集等场所袁开
展了地毯式排查遥 据统计袁截至 6 月 16 日袁消防
部门共检查社会单位 83916 家袁 发现火灾隐患
91355 处袁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90392 处袁临时查
封 679 家单位袁 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 437 家袁
共立案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66 家遥
针对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难的问题袁 省消防
总队制发了重大火灾隐患技术服务工作制度袁
并协调安全尧建筑尧法制等行业系统的专家成员
成立专家技术服务队袁 逐一建立重大火灾隐患
单位基础信息台账袁 定期组织召开重大火灾隐
患整改协调会袁对疑难复杂技术问题袁会同主管
部门组织技术指导组尧 专家服务组成员以及消
防安全评估机构进行现场办公和技术论证袁现
场研究解决方案袁做到了科学尧有效整改袁39 家

单位顺利摘除重大火灾隐患的野帽子冶遥
下一步袁 我省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将继续
加大工作力度袁落实更加严厉的工作措施袁督促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认真落实隐患整改主体责
任袁尽快消除重大火灾隐患问题遥
野由于火灾隐患存在动态
性袁仅靠消防执法人员袁难以
及时发现袁因此袁要发动全
社会力量参与监督身边的
火患袁让火患无处遁形遥冶
省公安消防总队防火
部监督管理处有关负
责人说遥
据悉袁 我省已设
立 野96119冶 火 灾 隐 患
举报热线袁 建成了火
灾隐患举报投诉中
心袁 群众发现火患
后袁可拨打热线举报遥

野要不是今天正好看到这台挖
机袁 我们都不知道这里已经拆成了
这样了遥冶该小区的一位业主告诉记
者袁铺面装修擅自开挖地基袁破坏承
重柱袁 他们很担心此举会影响整栋
楼的建筑质量袁 希望有关部门能及
时制止袁采取挽救措施遥

城管部门将立案严查 一周后公布处罚结果

记者了解到袁当天上午袁辖区
龙华城管已经赶到现场调查遥 野确
实破坏的比较严重袁我们都没想到
这铺面装修袁居然把承重柱都给拆
了遥 冶龙华区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袁 当天上午 9 时袁 接到
12345 转 来 的 办 件 后 袁9 时 20 分 袁
该辖区龙华城管执法人员便第 一

银铺面里挖出个 5 米深的大坑

据现场众多业主介绍袁早在几
天前袁他们就已经听到一楼经常出
现敲敲打打的声音袁开始他们以为
只是一般装修施工袁 也没太在意袁
而且这铺面平时施工时都是用帆布
挡住的袁 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的
情况遥

未雨绸缪

琼山区举行
抗洪抢险演练

银演练现场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冤 为了抓好省市两
级三防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袁琼山区委区
政府高度重视袁 在海南汛期来临前袁由
琼山区三防指挥部牵头袁琼山区人武部
具体组织实施开展了为期 3 天的抗洪
抢险骨干集训遥 为检验集训效果袁6 月
18 日上午袁 在南渡江畔进行了抗洪抢
险演练遥
演练包括六个科目院 一是云龙尧
旧州尧龙塘应急民兵演示冲锋操舟机
安装与卸载曰 二是红旗尧 三门坡尧大
坡尧甲子应急民兵演示油锯操作使用
与 维 护 保养 曰 三 是国 兴 尧 府城 尧 滨 江 尧
凤翔应急民兵演示橡皮艇操作使用遥
四是琼山消防大队演示应急救援及
水面抛射器使用曰五是琼山区卫生局
演示对溺水人员的救护曰 六是云龙尧
旧州尧龙塘应急民兵演示冲锋舟水上
编队航行遥 琼山区委书记孙芬要求袁
全区各级各部门袁特别是三防指挥部
要居安思危尧未雨绸缪袁以此次演练
为 契 机 袁从 人 力尧 设 备 尧物 资 尧 经 费 等
各方面全方位做好准备袁抓紧抓实三
防工作遥

住建等多部门介入调查遥下一步袁城
管部门将根据有关规定袁 对此事进
行立案袁严格查处袁并将于一周后公
布处罚结果遥
记者了解到袁 针对此事袁住
建尧城管尧昌茂城邦小区开发商尧
设计单位尧 物业等相关部 门均已
介入调查遥

建设慢性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

昌江将争创
“国家级”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驻昌江记者 郭晓武) 16 日袁2017 昌江
建设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工作推进会暨首次联络员工作会议
在昌江卫生计生委 5 楼会议室召开遥
会议要求袁 为推进昌江国家级慢
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工作建设袁 结合
昌江实际袁建立多部门协作联动机制袁
明确相关部门的慢性病防控职责袁建
立完善的信息反馈沟通和督导制度曰
开展示范区建设的多部门联合督导曰
将慢性病综合防控工作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袁 加強落实示范区建设相关
工作情况遥
昌江县政府副县长陈光华指出袁
昌江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
设年是今年县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袁
各部门切实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本次
工作会议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迎检工
作袁 按照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实
施方案的职责分工和县的考评指标袁
结合督导结果袁认真查漏补缺袁做好迎
检筹备工作袁 确保示范区建设工作顺
利通过省尧国家验收达到认定标准遥

东方多部门
联合查处2处
河沙堆放点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平) 16 日袁东方市城镇综合行
政执法局尧公安局尧水务局尧国土局尧工
商局尧八所镇等单位联合行动袁依法对
位于八所城区三环路龙池花园后面两
处河沙堆放点进行查处袁 组织各种车
辆清运违规堆放的河沙遥
据悉袁 目前八所城区共有 8 处非
法堆沙卖沙点袁 市城镇综合行政执法
局等职能部门将根据野创卫冶野巩卫冶标
准袁进一步整治乱堆乱放河沙行为袁维
护八所城区市容环境卫生整洁有序袁
坚决以零容忍态度打击破坏河道和非
法采渊运冤河沙行为袁全力消除破坏环
境资源的各种隐患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