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谢佳宁 通讯员 徐敬冤12 月 14
日袁2018年第四批中国胸痛中心及基
层胸痛中心通过认证的单位出炉遥 海
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作为琼南地区唯一
一家地方医院榜上有名袁 成功通过中
国胸痛中心认证袁 标志着海南省第三
人民医院对急性胸痛患者的综合救治
能力达到国家级标准和水平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冤 16日袁海口秀英区组织城
管尧食药监尧文旅等多部门袁对辖区内
酒店尧市场等重点部位进行联合执法袁
对存在脏乱差和禁烟不力等问题进行
整治袁 还群众一个文明有序的市容市
貌和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遥
当天上午袁 联合执法队来到位于

海港路的海南凯威大酒店袁 该酒店大
厅虽然张贴了禁烟公益广告袁 但执法
人员发现一名顾客在用餐间隙抽起了
烟袁且未有管理人员劝导袁没有设置禁
烟劝导员等问题遥 执法人员要求海南
凯威大酒店一天内整改到位袁 并给予
罚款 9999元的处罚遥
随后袁 联合执法队来到位于秀英

时代广场的锐记港式茶店袁 发现该茶
店存在物品摆放凌乱尧 许久未清扫导
致粉尘堆积尧 灭蚊灯安装不到位等问
题袁 联合执法队员当场下发责令整改
通知书袁要求该茶店组织人员进行野搬
家式冶大扫除袁合理摆放物品袁正确安
装灭蚊灯袁同时加强禁烟控烟工作遥

看到大火被扑灭袁 轿车车主也
安然无恙袁 马海东和李云朋悄然离
开火灾现场袁继续驾驶公交车投入
到运营当中遥 马海东和李云朋虽然
没有将火势扑灭袁 还耽误了车上乘
客的时间袁但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袁发
现轿车自燃袁第一时间挺身而出袁避
免了车主进一步损失和更大安全事
故的发生袁 同时为消防员灭火争取

到了宝贵的时间袁 车上乘客不但没
有责备他们袁 还纷纷为他们的见义
勇为竖起大拇指点赞遥
事后袁 马海东和李云朋回忆起

当晚的善举袁 并再次观看市民大喊
野要爆炸了袁快走浴 冶的视频后表示袁
虽然有一点后怕袁 但是看到市民需
要帮助袁并且还能伸手帮一把袁这就
足够了袁其他的真没想那么多浴

12月 14日下午袁记者来到文明东路渊白龙
路至滨江路冤和滨江路渊海口市排水泵站管理
所流水坡泵站至皇马假日酒店冤 进行回访袁看
到这两条路上的绿化树木正在被迁移袁与此同
时袁 在海口市排水泵站管理所流水坡泵站附
近袁工人们正在搭建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部以
及工人宿舍遥
在现场施工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袁为保证文

明东越江通道项目开工进度袁近日开始迁移项
目用地红线范围内(文明东至滨江路尧滨江路
中央隔离带尧琼山大道)的绿化树木遥 经海口市
园林局现场勘察清点袁需迁移小叶榕尧椰子树
等树木合计 5781株袁 树木将迁移至演丰镇演
美路西侧国有储备地遥
据介绍袁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西起文明东

路与白龙路交叉口袁沿文明东路往东依次下穿
滨江路尧南渡江袁至规划东横二路袁终点位于规
划东横二路与琼山大道的交叉口遥 项目全长
4380m袁其中隧道段全长 2720m袁接线道路全
长 1660m遥项目在滨江西路设置地下互通立交
匝道袁匝道全长约 2274m遥 建设的内容主要包
括院隧道工程渊含附属冤尧交通工程尧给排水工
程尧电气照明工程等遥
记者了解到袁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总投资

354547万元袁预计 2020年 12月竣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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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透 文明东越江通道2020年建成
近日迁移项目用地范围内绿化树木袁开工在即

路边一辆银灰色小轿车发生自燃袁火光四射袁浓烟滚滚

赞！公交司机化身“消防员”灭火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 辕海拔手
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 近段
时间来袁万宁市龙滚边防派出所陆
续接到当地群众反映袁称其停放的
摩托车夜晚经常遭人为故意砸坏遥
该所立即组织民警迅速深入展开
调查袁 由于事发地点没有监控袁也
没有目击证人袁导致民警的调查进
展缓慢袁难于在短时间内收集到有
价值的线索遥 期间袁该所值班民警
半夜接到报警人廖先生报警称袁其
停放在龙滚镇坡罗村委会路口小
卖店的摩托车被人无故砸毁袁民警

迅速出警处置袁到场发现周边路口
恰好有一个监控袁通过调取监控录
像袁看到画面中一名蒙面青年男子
持砍刀将摩托车砸毁袁后驾驶一辆
黑色改装摩托车袁一路狂奔驶向龙
滚镇方向遥

在调查期间袁 民警排查了解
到袁有一伙来自万宁市山根镇的社
会闲散人员经常驾驶无牌改装摩
托车来往龙滚与山根之间袁对停放
在龙滚镇墟及国道两侧村庄的摩
托车进行打砸袁行为相当恶劣遥 由
于事发地段较偏袁且经常发生在夜

晚袁车主往往第二天才发现袁这严
重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遥龙
滚边防派出所成立了专案组袁有针
对性地摸排线索袁梳理案情袁依法
打击此类违法人员遥

据了解袁 截止 12月 16日袁该
所已扣押了四辆非法改装摩托车袁
扣押的非法改装车辆已移交给万
宁市交警大队处理遥

目前袁针对群众反映的摩托车
无故被砸等情况已得到有效控制遥
打砸摩托车案件已在 12月 12日袁
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中遥

太嚣张，蒙面青年夜里打砸摩托车
万宁龙滚边防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 11月 9日袁国际旅游岛商
报以 叶海口首条长距离过江隧道要要要文明东
越江通道钻探工程开工曳为题袁报道了海口市
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勘察在滨江路与文明东
路口交会处如火如荼进行遥 12月 14日袁记者
回访看到袁 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开始迁移树
木袁为开工做准备袁预计两年后建成遥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王辉 摄影报道) 12月 15日袁 海口市
民朋友圈里转发的一条火灾视频引起媒
体关注袁视频中两名公交司机背对镜头袁
正拿着灭火器围在一辆熊熊燃烧的轿车
旁帮忙灭火袁现场火光冲天袁浓烟滚滚袁
非常危险袁 拍摄者出于安全考虑离的很
远袁只看到两名公交司机的背影袁网友称
这是 2018年野海口最美背影冶遥

经海口公交集团核实袁 视频中
两个野背影冶是该公司 37路公交司
机马海东和李云朋袁事件发生在 12
月 14日遥 当天 20时 30分袁马海东
驾驶 37路琼 A51882公交车由海口
火车站返回玉成村公交总站袁 当车
辆运营到白龙南路与青年路交汇处
时袁 前方的一道火光引起了他的注
意遥原来袁路边不远处一辆银灰色小
轿车发生了燃烧袁 整个车身已火光
四射袁现场浓烟滚滚袁小轿车司机是
一名年纪稍大的老者袁 正在焦急地
围绕在车身周边打电话遥
由于情况紧急袁 马海东来不及

多想袁 立即驾驶公交车前往燃烧的
小轿车前方安全距离处靠边停下袁
在和车上乘客解释并简单了解现场
情况后袁 马海东立即拿起公交车上
的两个灭火器袁 朝起火的小轿车跑
去袁并将其中一个灭火器交给车主袁

自己开启另外一个灭火器立即喷向
起火点遥
两分钟后袁李云朋驾驶的 37路

快线琼 A51960公交车也到达该地
点袁 看到路边小轿车燃烧且火势凶
猛袁 李云朋立即将车辆停在安全距
离袁拿起车上的灭火器也冲了下去袁
与马海东一起帮助灭火遥 很快两辆
公交车上的 4个灭火器用完了袁只
是减慢了火势的蔓延速度袁 并没有
从根本上控制住火势袁同时袁现场围
观的人也越来越多袁 还有市民向两
位公交司机喊野快离开袁危险袁要爆
炸了浴冶为了避免火势蔓延到油箱引
发更大的安全事故袁 李云朋和马海
东两人劝离围观市民后袁 又将小轿
车司机劝导带离到安全地带遥很快袁
接到市民报警后袁119 消防车也到
达现场袁在消防员的帮助下袁燃烧的
轿车被成功扑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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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吴英艳冤12月 14日上午袁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野建立出生人口队列袁开
展重大出生缺陷风险研究冶 项目海南
地区推进会暨全国 4万例发布会在海
南省人民医院举行遥 该会议由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办尧 海南
省人民医院承办遥

会上袁 为接受此项目研究的第
40000例入组孕妇颁发了证书袁 赠送
鲜花及礼品遥

攻克出生缺陷
中国出生人口队列研究
迎第 4万名入组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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