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周平虎冤近期袁多名
群众强烈反映海口市琼山大道夜晚有很
多人在练车袁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遥 为
此袁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组织海口交警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袁查处多起违规上路练
车行为遥 海南交警提醒袁在道路上学习驾
驶袁需要在公安交管部门指定的路线和时
间内进行遥

7月 6日晚袁省交警总队组织海口交
警支队执法小分队在海口市琼山大道开
展整治行动袁22时许袁执勤交警发现一辆
越野车行驶不正常袁示意该车驾驶人停车
接受检查遥经查袁驾驶人并无驾驶证袁经进
一步了解袁 驾驶人是正在参加培训的学

员袁 副驾驶坐着的是某驾校安排的所谓
野教练冶袁但其实只是一名实习期还未结束
的野实习冶驾驶人遥 随后袁执勤交警对该练
车学员按照无证驾驶给予行政拘留并罚
款处理袁对该野教练冶把车交给无驾驶证人
员驾驶的违法行为袁处以吊销驾驶证遥

实习新手当“教练”
带学员上路被查
学员被行政拘留 野教练冶被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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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 7月 9日 19时袁一
位网民在国际旅游岛商报海拔 APP野椰圈
儿冶发照片反映袁海口市五指山路与大英
路交汇处附近袁路边的咪表停车位被人立
牌子袁写专用停车位遥7月 10日 8时 50分
许袁商报记者根据这个线索袁到现场进行
了走访袁发现确实有市民在咪表停车位上
竖立专用车位的牌子遥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海口市五指山路与

大英路交汇处附近的一家名为水井坊的
商铺门前非机动车道上放置在一块写着
野专用车位冶 的牌子袁 与网民在海拔 APP
野椰圈儿冶反映的照片一模一样遥记者随后
进店采访袁该店老板告诉记者袁牌子的确
是她们的袁只有晚上才放置在咪表停车位
上袁方便她们停车袁白天没有放遥

记者也将此情况反映给了海口市交

警支队袁该支队表示该处是属于咪表停车
位袁如有问题可以联系咪表公司处理遥 随
后记者电话联系了咪表公司的工作人员袁
工作人员称袁 水井坊商铺并未包月停车袁
长期霸占停车位停车袁而且也没有缴纳停
车费袁他们工作人员多次沟通袁也起不到
效果袁他们也无奈遥

路边咪表停车位
成商铺“专用车位”
咪表公司院水井坊长期霸占

记者根据视频中当事人的对话得知袁 一辆红色的
轿车违停袁 天涯区城管局执法队员上前让车主挪车遥
但是该车车主却向城管队员叫嚣院野我是违停而已袁没
有乱停遥 冶野你能警告上级钥 能警告我钥 冶当该城管队员
问野有什么证明你是上级冶时袁车主则质问城管队员院
野我说我是上级浴你要什么证明钥刚才我让你接电话你
不接浴你就这么执法钥冶野王区长叫你接电话你都不接钥冶
噎噎

7月 10日下午袁在三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
室袁记者表明来意时袁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袁负责
人不在岗袁 在工作人员与该负责人简短的电话沟通
后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袁负责人说袁今天渊10 日冤不会
回办公室了袁让记者明天渊11日冤再过来了解情况遥随
后记者来到了三亚市安全生产稽查支队袁 在与该支
队的多名员工核实后袁证实视频中的领导男子就是三
亚市安全生产稽查支队支队长张世宏遥 因外出开会不
在岗袁记者多次拨打该支队支队长的电话袁均是无法
接通遥
截止发稿袁记者接到了三亚市安全生产稽查支队

支队长的电话回复袁他说袁目前袁此事已经过内部处
理袁按照区里面的说法就对了袁区里面也已在天涯社
区回复此事袁都是内部矛盾袁他也已承认错误袁向对方
道歉遥

三亚市安全生产稽查支队支队长违停袁与城管队员发生激烈争吵

自称认识区长叫板执法队员

桩基倒塌 险些砸到工人
工人举报万福家园 18至 19号楼桩基工程有质量问题
万宁质监站院已派人到现场调查

城管队员院我不会管你浴 我就是因为我穿这条衣服袁我有
责任袁明白不钥 你既然当了上级袁你要知道遥
噎噎
领导男子院你当什么老大钥
城管队员院我不当什么老大啊袁我不会当什么老大遥
领导男子院我现在要你接你们区长的电话袁你都不接袁你
什么态度钥
城管队员院我为什么要接我们区长的电话钥
领导男子院为什么不接钥
城管队员院我为什么要接钥
领导男子院为什么不接钥 你说浴
城管队员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区长袁你随便打个电话
就让我接了吗钥
领导男子院我随便让你接钥 那你就看噎噎
城管队员院我没有看过你电话
领导男子院最好把这个删掉袁我给你讲浴
噎噎
城管队员院作为上级不应该这样遥
领导男子院你们管我钥
另外一名城管队员院我们只是叫你把车挪开袁并不是说管
你袁我们管不了你浴
城管队员院 人家保安也叫你把车挪走袁 你现在搞这个样
子袁你上级好厉害哦袁领导哦袁是不是这样子喽袁我们下
级袁冒着雨过来叫你把车挪走袁你就说我是你领导袁我为
什么要挪遥 是不是这样子钥 我是不是这样子可以理解遥
领导男子院难怪天涯区真是招你们这些人钥
城管队员院对啊袁我们天涯区招我们这些人袁下着雨冒着
雨来工作啊袁是不是钥 是不是这样子钥天涯区是不是招这
种人遥

领导男子叫嚣城管队员院 我是违停而已没
有乱停你能警告上级钥
城管队员院你是上级你车能停成这样子不钥
领导男子院 你知道什么叫不离开不能执法
的不钥
城管队员院我不懂什么叫离开不离开遥
领导男子院那你为什么不懂上级下级钥
城管队员院 我现在知道你这个车是乱停乱
放遥
领导男子院我没有离开现场
城管队员院我叫你把车挪走袁你现在挪浴
领导男子院我是违停而已袁但是我没有乱停
城管队员院我在警告你把车挪走浴
领导男子院你警告我钥 你为什么要警告我钥
城管队员院这是我的工作浴
领导男子院你能警告上级钥 能警告我钥
城管队员院有什么证明你是上级钥
领导男子院我说我是上级浴 你要什么证明钥
刚才我让你接电话你不接浴你就这么执法钥
城管队员院我为什么要接为什么要接钥
领导男子院我要证明我是你上级浴
城管队员院我知道你是谁不钥我为什么要接
你电话钥
领导男子院我要你们的王区长接电话袁你还
不接钥你就这么讲话钥王区长叫你接电话你
都不接钥
城管队员院现在有这么多人袁保安噎噎
领导男子院叫谁都可以浴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冤
野我们在万宁市万福家园 18至 19号楼地下工程干活时袁由于
五六月份经常下雨袁开发商老板又催工程进度袁曾经造成一边
干活袁一边桩基倒塌的事故遥 我们还发现袁地下桩基的质量明
显存在问题袁 有的桩基钢筋已经裸露袁 有的没有按规定预留
钢筋头袁还有的在施工中桩基没有打到岩化层 50公分以下等
问题袁工人们就桩基质量问题已经实名举报到万宁市住建局袁
但没有得到住建部门的回复遥 冶7月 10日上午袁在万宁市万福
家园干活的工人这样向国际旅游岛商报新闻热线说遥 就此袁商
报记者采访了万宁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袁他告诉记者袁万宁市
住建局确实收到工人反映的材料袁 但目前主管此项工程的万
宁市质监站还没有正式书面回复这些工人反映的质量问题遥

工人投诉 桩基工程质量存在问题

一名姓何的工人说袁他们是劳务班组遥今年 3
月 30日袁 有部分工人就进场清理地下桩基工程
的土和水遥 今年 5月中旬袁由于下雨袁加上挖机臂
不够长袁只能改为人工去挖土方遥 但是人工去挖
桩基旁边的土方时袁却发现有些桩基没 有按图纸
打到规定的岩化层下面 50公分以下袁 桩基存在
质量问题袁贸然施工袁会对工人生命安全构成威
胁遥 此时袁开发商却一再强调赶工期袁工人万般无
奈之下袁施工了一段时间袁结合现场质量安全隐
患和天气原因袁工人们决定不能再这样盲目地施
工袁就向开发商和监理公司进行反映遥 没有想到

开发商却认为劳务班组施工不给力袁提出按合同
办事袁延误工期退场袁就这样袁开发商尧施工总包
和劳务班组的工人意见产生分歧遥

另一名工人在现场指着倒塌的半截桩基说袁
有一次袁工人正在清土时袁突然发生了桩基倒塌
的事故遥 从那之后袁工人在干活时袁总是提心吊
胆袁担心桩基倒塌遥 同时工人们还担心袁这盖的是
百年大计的住宅工程袁 质量容不得半点马虎袁要
求的是终身责任制遥

还有工人提出袁他们干活后袁至今工资还没
有拿到遥

开发商 质量方面有检测合格报告

万福家园的开发商万宁开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李董事长在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说袁40多
天了袁劳务班组的工人们没有按合同工期办事袁造
成了工期延误遥 对于工人们反映的桩基存在质量
问题袁李董事长认为他们有桩基检测合格证明遥

总包长春新星宇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海
南分公司刘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袁桩基施工有
日志袁也做了静载试验袁质量方面又有检测合格
报告遥 至于工人反映一些桩基存在质量问题袁他
认为是施工队没有按施工程序作业造成的遥

万宁市质量监督站陈站长告诉记者袁他们接
到工人的投诉后袁也赶到现场进行了查看袁目前
桩基工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袁还在进一步调查之
中遥

万宁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电话
采访时说袁它们局已收到工人反映万福家园桩基

质量存在问题的投诉材料袁但目前主管此项工程
的万宁市质监站还没有正式书面回复这些工人
反映的桩基工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遥 下一步袁它
们会跟踪工人的投诉问题遥
到底该桩基工程质量有没有问题袁 本报将继

续跟踪报道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谢佳
宁冤近日袁网传一组言辞激烈视频袁刷爆众网友的
朋友圈袁网友纷纷质疑双方究竟是因何事竟不顾
形象于街头吵架袁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遥 就
此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在 7月 10日下午就此事
进行了调查袁经多部门多人证实后袁确认当事人为
天涯区城管局执法队员和三亚市安全生产稽查支
队支队长张世宏遥

扫码观看
三亚市安全生产稽查支队支队长
和天涯区城管局执法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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