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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7日上午袁 天涯区城市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朱虎告
诉记者袁 海坡安置区是政府向鲁
能公司购买的项目袁 于 2016年 4
月开工袁2017年 2月竣工袁不到一
年多的时间建成袁 确实存在很多
问题袁诸如漏水尧瓷砖空鼓脱落等
问题袁 主要是鲁能公司施工粗糙

导致遥
对于该安置区存在的问题袁

朱虎表示袁 已向鲁能公司反映该
情况袁将更换 80mm口径水管袁保
证居民用水遥 对于居民投诉 7 号
楼架空层私建厕所一事袁 朱虎当
场联系物业进行核实袁 表示确有
此事袁 朱虎要求物业尽快联系业

主自行拆除遥 关于电梯口瓷砖脱
落问题袁 由中建一局在春节后统
一安排修复袁 以及架空层硬化也
将在春节后开工遥

随后袁 当记者来到鲁能三亚
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欲进行访采
时袁被拒绝遥 对于此事进展袁国际
旅游岛商报将继续关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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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林馨 钟玲冤 自海南省道
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攻坚战开展以来袁 结合
野百日安全行动冶的工作部署袁海口交警支队认真贯
彻落实各项工作要求袁采取有力措施持续强化交通
整治和道路交通事故预防遥
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袁海口交警积

极深化道路隐患大排查袁尤其是对高速公路团雾多
发路段尧易积水点段及国省道交叉路口尧桥梁隧道尧
临水临崖等隐患突发路段进行排查遥现将这些路段
公布如下袁提醒驾驶人在途经这些路段时袁注意减
速慢行遥

海口交警强化交通整治和道路交通事故预防

@司机，途经这些事故多发路段要减速慢行
一尧高速公路事故多发路段院
1尧G98东线高速院 19.1km至 19.5km路段曰
2尧G98东线高速院 593km至 612km路段遥
二尧国道事故多发路段院
223国道院25km至 26km尧43.7km至 43.8km 尧52.4km
至 52.6km路段遥
三尧市区事故多发路段院
椰海大道渊海瑞桥至 224国道路段冤尧龙昆南路尧滨海
大道尧南海大道尧丘海大道尧国兴大道尧海秀中路尧海
府路尧海秀东路尧灵桂路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陈世
清 通讯员 林馨 钟玲冤近日袁海口
交警支队高速公路大队对野12窑1冶
事故大客车所属客运企业要要要
海南海汽运输公司昌江分公司袁
以及去年在高速公路发生了 6起
追尾及单方事故的货运车辆所
属企业要要要海南三福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进行了约谈遥
民警向两家公司的负责人通

报了相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情
况袁并以甘肃野11窑3冶重大道路交
通事故作为典型事故案例袁要求
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要深刻汲取

教训袁 结合近期各自企业所属运
输车辆发生事故的情况袁 深入分
析和查找事故发生的原因袁 对车
辆和驾驶人存在的问题立即进行
整改遥
民警分别向两家公司负责人

下达了叶整改通知书曳袁并签订了
叶客渊货冤运企业交通安全管理责
任书曳遥 两家运输公司负责人表
示已深刻认识到公司管理的不
足之处袁接下来将会立即召开会
议将交警通报情况传达到每一
位驾驶人袁并及时消除各类安全
隐患袁 严格将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制落实到位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柯育超冤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既损害了
所有正常排队车辆的合法权益袁 更扰乱
了路口的行车秩序袁 很容易发生车辆刮
擦事故遥
近日袁为了有效震慑交通违法行为袁

提倡安全文明出行袁 海口交警支队根据
相关法规袁对违规车辆进行曝光遥 据悉袁
此次曝光的车辆共有 10辆袁均为不按导
向车道行驶遥 海口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袁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是属于违法行
为袁交警部门将根据叶道路交通安全法曳
第 90 条尧叶海南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曳第 82条第 3项规定袁对违法车
辆处以罚款 100元尧记 2分的处罚遥

海口交警曝光：不按导向行驶
这 10辆车被罚 100元记 2分

海口交警约谈客货运企业
向两企业下达整改通知书

交通违法曝光栏
渊以下交通违法信息由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供冤

序号 日期 机动车号牌 违法行为 违法地点

1 2019/1/1 琼 A0MK28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蓝天路-万华路路口
2 2019/1/1 琼 A0LX19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海府一横路-振兴南路
3 2019/1/1 琼 A0K927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长信路-永万路路口
4 2019/1/2 琼 A005AA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滨海大道-世贸北路
5 2019/1/2 琼 A0JM23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人民大道-海甸二路
6 2019/1/2 琼 A0JC06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大英三西三路

7 2019/1/3 琼 A06R66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蓝天路-万华路路口
8 2019/1/3 琼 A0951X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蓝天路-万华路口
9 2019/1/3 琼 A0L977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滨涯路-金牛路
10 2019/1/4 琼 A0L271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蓝天路-万华路路口

居民投诉三亚海坡安置区停水是常态尧电梯口瓷砖空鼓脱落噎噎

房屋漏水质量差 安置区要打补丁
天涯区城投公司院开发商施工粗糙问题多 正在逐项解决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谢佳宁 实习记者 李欢 摄
影报道冤野鲁能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
公司建设的房屋太粗糙袁 小区经常
性停水已是常态袁房屋还经常漏水袁
一楼架空层全是泥土袁一下雨袁回个
家都要在泥泞中踩过袁 更可笑的是
1至 17层楼电梯口瓷砖空鼓脱落袁
开发商却说是居民搞装修被撞掉
的遥 冶三亚海坡安置区居民陈先生苦
恼地说遥就此袁天涯区城投相关负责
人表示袁 该安置区有消防验收合格
证等证件袁 建筑质量有问题是鲁能
公司施工粗糙所致袁 问题正在逐项
解决袁春节后会动工硬化架空层遥

据陈先生介绍袁海坡村安置区
现在就像个难民区一样袁被拆迁入
住海坡村安置区已经一年多了遥从
入住以来安置区频繁停水袁最近几
天供水更是断断续续袁停 5个小时
供 1个小时袁打 12345投诉得到中
法供水的回复是小区进水口经只
有 50mm袁进水供不上用水袁小区
有 998 户袁二期还有 616 户袁进水
管只有 50mm袁对比美丽五区一期
400多户袁 进水管 150mm的口径袁
安置区真是小的可怜遥

电梯口瓷砖大量空鼓脱落袁就

第 5栋来说袁17层楼就有一半楼层
都出现了瓷砖脱落袁还不包括空鼓
和即将脱落的袁鲁能地产未到现场
查看就得出结论是村民撞掉的遥
陈先生告诉记者袁该安置区共

有 10栋楼 998户袁面积狭小袁由于
绿化面积不够袁开发商为了应付验
收袁在一楼架空层种上草袁小区里
唯一的一点活动场所变成了草地袁
由于没有其他空地可用袁村民只能
在泥土地上活动了袁由于建筑接缝
顶上没有挡雨措施袁下雨直接落在
泥土地上袁架空层泥水横流遥

令陈先生感到奇葩的是袁该安
置区的 6-10栋楼设计遥 架空层过
道中间露天袁 下雨天过道漏雨袁楼
梯口积水袁天气热的时候还会发出
阵阵恶臭遥该安置区的建筑更是存
在消防隐患袁 户型之间非常紧凑袁
楼梯间没有一扇窗户袁过道就只有
一扇窗户袁大白天如果没有灯的情
况下楼梯间和过道都是黑乎乎的遥
野楼梯间在消防门关闭的情况下袁
由于没有空气袁 根本无法走人袁这
样的设计一旦发生火灾人要往哪
里逃钥 冶陈先生质疑遥

1月 16日袁记者来到海坡安置
区走访袁 走进该安置区的大门袁看
到小轿车尧电动车在空地上有序的
排放遥 走近时袁记者看到架空层间
摆放有棋牌桌袁台球桌袁茶桌等遥令

人惊讶的是袁竟有人用砖建了一个
厕所袁旁边路过的一个居民告诉记
者袁有人在这里做经营遥
在其他几栋楼袁记者均看到密

密麻麻的电动车零散地摆放在架

空层以及周边的空地上袁几乎每栋
楼的楼道口都被电动车和杂物占
用遥 根据陈先生所反映的问题袁记
者还走访了其他楼层袁发现也有类
似情况遥

安置区进水管小、瓷砖脱落问题接连不断

居民投诉架空层做茶室私建厕所做经营

城投公司：问题较多正在逐项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