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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电动车保有量超过

50万辆，平均每4.6人

拥有1辆电动车，且以日均

500辆的速度增加。

2014年海口发生一般程

序处理交通事故590起，

118人死亡；

其中，涉及电动车的

254起，死亡31人。

海口电动车整治
系列报道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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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梁振君）“在各大超
市和部分农贸市场设置农药残留免费检测点”是省
委、省政府2015年为民办实事项目。省食药监局今
天公布的信息显示，目前全省首批确定的75家超
市、134个农贸市场已经全部设置了免费检测点，具
备为消费者开展农药残留免费检测服务的条件。

省食药监局今天正式公告209个设置农药残
留免费检测点的超市和农贸市场，建议广大消费者
在公示的超市、农贸市场购买果蔬时，主动进行农
药残留免费检测，并对农残免费检测点的设置及检
测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买菜别忘做个
农药残留检测

75家超市134个农贸市场设置
农药残留免费检测点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李关平）企业向国
家申请发展专项资金，身为中小企业处调研员的唐
明从中“帮忙”，从中收取“感谢费”。今天，省工业与
信息化厅（下称省工信厅）原调研员唐明在海口美兰
法院过堂受审。公诉机关指控，唐明涉嫌利用职务
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19.3万元。

唐明今年50岁，2010年起至案发，任省工信厅
中小企业处调研员，负责省工信厅国家中小企业扶
持资金的初步申报工作。

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上半年，唐明的老乡符
某为了帮助海南某食品有限公司顺利申请到国家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请唐明在百味香公司申请的
过程中给予帮助，得到了唐明的应承。

2010年6月，在省财政厅和省工信厅组织召开
的碰头会上，唐明推荐了某食品有限公司的申报项
目，此后这家公司便顺利获取了2010年国家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130万元。为感谢唐明的帮助，符
某送给唐明17万元。

同年，海南某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向省工信厅
申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在申报过程中，该公司
法人刘某胜多次向唐明请教咨询相关政策，最终该
公司获得180万的专项资金。为了感谢唐明，刘某
胜分两次送给唐明共计2.3万元。

唐明将收到的19.3万元“感谢费”都用于个人生活
开支，2014年，唐明两次通过家属退赃共19.3万元。

帮企业申报专项资金
从中收取“感谢费”

省工信厅原调研员唐明涉嫌受贿
19.3万元受审

逆行、闯红灯、占道行
驶、超载、开车打电话……
来自海口市公安交警部门
的数据显示，海口有超过
50万辆电动车，因违法行
为突出，存在严重的交通
隐患。据统计，2014年涉
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多达
254起，死亡31人。

如今，海口已经进入
“双创”时间，而电动车乱
象无疑成为海口“双创”
工作的一大拦路虎。电
动车乱象如果得不到根
本整治，势必影响海口

“双创”效果。
为此，本报今起推出

关注海口电动车整治系
列报道，全面、客观地报
道海口整治电动车工作，
和市民朋友一起来探索
电动车到底该如何规范。

本报保城8月6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许
环峰）针对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和
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活动中排名靠后的单
位，7月17日至8月4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纪委
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对县林业局等11个单位主要
领导进行约谈。

据了解，在去年全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
考核和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活动中，县林业
局、县科协、县乡企中心、县人民医院、县药监局、县
农综办、县水务局、县委统战部、保亭中学、七仙岭农
场、六弓乡等11个单位排名靠后。如六弓乡存在婚
丧喜庆不按要求上报县纪委、七仙岭农场存在落实

“末位表态制”不到位等问题。
在约谈会上，县纪委主要领导强调被约谈单位

要按照相关要求，认真梳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清单，
严格履行“一岗双责”，采取有效措施，落实“两个责
任”，把党风廉政建设融入各项工作当中。

责任制考核排名靠后

保亭11家单位主要领导
被纪委约谈

本报海口 8月 6日讯（记者李关
平 实习生许钰）“电动车大量的违法
行为，令城市的交通变得无序、拥堵。”
海口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曾雄说。7
月22日起，海口市全警动员整治电动
车违法行为，每天上路执勤民警1600
人以上。

首日，2230名电动车驾驶人因违
法被警方要求戴绶带上路纠违，电动自
行车查扣172辆；第10天，1100名电动
车驾驶人因违法被警方要求戴绶带上
路纠违，102 辆电动自行车查扣 172
辆；第15天，1385名电动车驾驶人因
违法被警方要求戴绶带上路纠违，96

辆电动自行车被查扣。

监管难到位
驾驶员与警察躲猫猫

上午10时许，龙昆南路大转盘，海
口车流人流最密集路口之一，近10名
警力紧盯路面，严管之下，道路秩序井
然，有少数试图闯红灯的电动车驾驶人
被民警吹哨制止。

中午1时许，随着警力减少，这个
路口电动车违法行为明显增多，逆行、
靠机动车道左侧行驶、骑车打电话、超
载等违法行为不时出现。

“与机动车管理不同，电动车管理
目前还需要人盯人。”省交警总队交管
处处长陈伟志表示，因为现在不具备对
电动车驾驶人实行驾驶证记分管理条
件，且没有电动车定期年检制度，监控
即使抓拍到其违法行为，处罚也难以到
位和具有威慑力，因此治理电动车违法
行为目前仍需要路面警力执法。

连日来，民警执勤过程中，还经常
遭遇电动车驾驶人的谩骂，甚至暴力抗
法。7月25日，凤凰花城路口，牛某惠
驾驶电动车闯入机动车道，被民警拦下
后，冲着执勤协警的胸口就是一拳；8
月6日，在滨海大道，陈某华驾驶电动

车非法驶上机动车道，被执勤民警拦下
后，强行冲卡撞伤执勤民警。

琼山交警大队长许德崇认为，电动
车驾驶人交通规则意识淡薄、安全观念
缺乏，加上违法成本低，是造成电动车
大量违法的重要原因。

违法行为致命丧
后悔也枉然

在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处
理大队重案室里，25岁的林先生提起
父亲遭遇车祸一事就痛哭不已。

6月9日，林先生的父亲林某生驾
驶无牌电动车，在海新大桥下坡路段，
靠机动车道左侧行驶试图调头时，被一
辆同向行驶的轿车撞倒，经医院抢救无
效死亡。交警调查认定，电动车一方违
反道路交通规则负主要责任。

以泪洗面的还有龙桥镇村民王某
兰。2月11日，王某兰驾驶电动车带着
11岁的儿子，在龙昆南路延长线违法
横穿马路，一辆从后面行驶过来的轿车
发现后刹车处置不当，将母子撞倒并造
成王某兰受伤、孩子死亡的惨剧。

“我在医院抢救了十多天，清醒后
才知道儿子没了。”王某兰眼睛通红。

“每次看到电动车违法乱窜，我都
为驾驶人捏一把汗。”交通事故重案中
队民警林海生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如
果市民都遵守交通规则，就会避免类
似这样的惨剧发生，安全，永远是回家
最近的路。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陈安宇）面对市民反映的海
口坡博路占道经营存在反弹现象，海
口市龙华区今天迅速行动马上整改，
动真格，出狠招。存在严重出店经营
现象的商户被建议解除租赁合同，相
关街道责任人也被严肃问责。

龙华区有关负责人表示，近日来
坡博路出现占道经营死灰复燃、“脏

乱差”卷土重来的现象，说明相关街
道还存在工作落实不到位、思想麻痹
大意、执法力度不足等问题。为及时
改正错误，金宇街道将持续采取多种
措施进行整改。一是对市民反映的
出店占道经营商户，按照“门前三包”
有关规定，实施顶格处罚；二是建议
业主与出店经营的商户解除租赁合
同；三是对坡博路及其周边按照“双

创”工作标准和要求，进行持续整治，
不留死角；四是加大宣传力度，主动
与沿街商户进行沟通，促使其自愿主
动落实“门前三包”；五是科学管理、
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常态化监管
执法，不留空档。

为严明纪律、以铁的作风打赢
“双创攻坚战”，龙华区对相关人员进
行了严肃问责：对金宇街道工委书记

杜秀良给予公开道歉问责，向全市市
民公开检讨；对金宇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王可峰给予免职问责并给予党内
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对金宇街道办
事处主任科员韦含蔚给予通报批评
问责；对金宇城管中队中队长陈珩给
予免职问责并给予记过处分；对海德
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主任李瑞历给予
通报批评问责。

海口龙华区出狠招防范占道经营反弹

街道干部被问责 违规商户或被解除租赁合同

本报海口8月6日讯（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陈建宇）对不落实“门前三
包”责任制的当事人，海口美兰区的城
管执法人员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采取暂
扣物品等措施了，记者今天从美兰城管
部门获悉，以后城管部门在拍照取证违
章行为后将对当事人亮“罚单”，拒不缴
纳罚款的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暂扣的物品需要用执法车运回城
管大队仓库，而执法车容量有限、数量
有限，往往是多辆执法车都装满了被暂
扣的物品，而整治任务还没全部完成，
且暂扣物品时往往遭到当事人的阻挠，
甚至可能发生暴力抗法，因此需要多名
城管队员共同在场。”美兰区城管执法
局局长韩椿畴说，这种整治模式耗时耗
力，考察结束后美兰区城管执法局经研
究决定改变相关的执法程序，制作专门
的执法文书。

上午，记者在美兰区城管执法局
见到了新制作的《证人调查笔录》《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
书》等执法文书。据介绍，这些文书都
是为门前三包“量身打造”的。例如在
《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就列明了不落
实“门前三包”的7种类型，执法人员
在作出处罚决定时，在相应区域打钩
并填写处罚金额即可，避免了以往每
次进行处罚都要重新制作法律文书这
么一种“费时费力费脑”情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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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全警动员整治违法电动车

每天查处上千起违法行为

8月6日，在海口市琼山区高登街西路与朱云路交界路口，环卫工人
用水车对地面油迹进行清洗。

本报8月5日曝光这条路段烧烤过后留下满地垃圾，琼山区环卫局立
即组织环卫工人清洗整改。

据了解，每到晚上，朱云路的烧烤摊点占道经营现象依旧存在，依旧
留下垃圾满地，让环卫工人苦不堪言。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8月5日，海口市美兰区灵山
镇集贸市场，污水横流，环境状况
不容乐观。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本报曝光：烧烤过后一地油污

环卫部门立即清洗
集贸市场污水横流

海口美兰区

违反“门前三包”
当事人要吃罚单

◀上接A01版
为此，三亚将建立与“多规合一”相适应的规划

管理机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整合优化
行政审批流程，推动行政审批方式由“串联”审批向

“并联”审批转变。
具体而言，三亚将通过“多规合一”信息管理平台

与全市审批一体化平台对接实现一个政务中心收件，
各部门通过子业务管理系统对接“多规合一”信息管
理平台，开展多部门联动审批，最终实现各委办局审
批意见汇总到“一张表”，由政务中心全市审批一体化
系统输出审批意见“一张表”，大幅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根据方案，三亚明年5月将完成“多规合一”信息平
台和“一张表”行政审批平台建设。（本报三亚8月6日电）

一张图一张表
审批“串联”变“并联”

本报临城8月6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吴
孝俊 实习生冯定辉）近日，临高县纪委监察局多次
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发布通知，禁止党员干部参加

“升学宴”“谢师宴”，禁止借子女升学之机收受下属
及利害关系单位和个人礼金等。

通知明确：升学何需盛宴，感恩常驻心间。全县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决做到“五个禁止”：禁止党
员干部参与或操办“升学宴”“谢师宴”，禁止教师参
加“谢师宴”，禁止借子女升学之机收受下属以及利
害关系单位和个人礼金、礼品，禁止使用公款或由管
理服务对象承担应由个人支付的子女学习及其他费
用，禁止用公车接送子女入学等。

与此同时，临高县纪委明确将对“升学宴”“谢师
宴”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一经发现有违规行为，
将依照有关规定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并追究相
关领导责任。

临高提倡文明感恩

禁止党员干部
参加“升学宴”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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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 6日讯（记者单憬
岗）8月4日凌晨，一辆出租车到海口
火车站拉客时遭黑车司机抢客并勒
索。媒体曝光后，海口火车站黑车猖
狂乱象引发省委主要领导关注并作出
批示。

6日晚，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
孙新阳率海口“双创”指挥部成员到粤
海铁火车站暗访，并就进一步整顿海
口火车站黑车及继续深入开展“双创”
工作作出部署。

孙新阳对海口交通管理部门责任

意识不强、整顿力度不到位等问题作
出严厉批评，要求相关部门彻底整治
黑车，净化车辆运营环境，为市民、游
客提供一个安全、规范的乘车环境。

孙新阳指出，打击黑车是“双创”
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要摸清非法运
营车辆的车型、数量、线路、出行规律
等基本情况，建立长效联动机制，对黑
车进行常态化监管。公安、运管、交警
等部门要各司其职、联合行动，采取定
点与流动相结合以及群众投诉举报等
方法，对非法运营车辆进行拉网式、集

中式的打击。
动员大会召开后，海口市容有什

么样的变化、还存在什么问题？暗访，
总能触摸到最原生态的民情。

在暗访火车站黑车后，“双创”指
挥部成员带着问题从海口最西侧一
路暗访到城区最东侧，一路查看了火
车站、海港路、白水塘路、红城湖路、
环湖路、蓝天路、青年路等路段，发现
这些路段尤其是主干路段的市政市
容有很大改观，但依然存在诸多问
题，尤其是在背街小巷和偏远地区。

如粤海铁火车站广场乱摆摊乱设点
问题严重，白水塘路人车拥挤混流、
污水垃圾遍地。

孙新阳强调，相关单位要加强配
合协作，切实抓好集贸市场周边、夜市
排档、背街小巷等重点地段的环境整
治工作，在落实“门前三包”的同时加
大巡查力度，认真做好“双创”整改。

对于占道经营特别严重的路段，
海口将研究出台相关办法，按照一路
一策的方式进行整改或纳入棚改进行
彻底改造。

“双创”指挥部成员暗访海口火车站

公安运管等部门将拉网式打击黑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