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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搅拌站粉尘飞入百姓家？
万宁相关部门回应：搅拌站已取得环评批复，相关防治措施也已加强

走进这家属于万宁永基商品
混凝土有限公司的搅拌站，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生产区。8个10余米
高的原料罐矗立着，中间有一个10
多平方米大小的操作间。在工人

的操作下，石子和粗砂通过传送带
进入原料罐，再加入水等原料进行
搅拌，搅拌好的混凝土则通过两个
出口灌入混凝土运输车里。

在生产区北侧，还有一片堆放

着粗砂、细砂及石子等原材料的储
料场。东侧则种植着松树，并砌起
了近两米高的围墙，墙上安装了防
尘纱网。

报料人叶女士的家就在这家

混凝土搅拌站的东北方向。
但是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生产

的同时，搅拌站安排了工人在一旁
洒水，现场粉尘并不多，也未出现
四处飘洒飞舞的情况。

收费停车场被外包

16日上午，记者在海口新城吾
悦广场找到了市民反映的这一区
域。在吾悦广场北面，朝着椰海大道
的一侧，一道道黄黑相间的栅栏将路
边一个个写着“电动车停放处”字样
的白色线框围住，有的已被铲得模糊
不清，行人车辆均无法进入。

海口新城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企划部媒体主管专员陈女士告诉
记者：“之前，这里确实是公共停车区
域。”

据介绍，广场去年底开业时，停
车场未规划好，鉴于开业时猛增的人
流量，相关部门在路边暂时划出免费
的公共停车区。如今封闭起来，则主
要出于两点考虑：首先，因为有一定
的坡度，车辆停放存在安全隐患；其
次，陈女士表示：“城管明确指出那里

不能停车，所以我们按照指示把那里
围起来了。”

然而，海口市龙华区城管局城西
中队主要负责人表示：“我们并没有
让他们设置栅栏。”

海口新城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企划部的相关负责人还告诉记者，
收费的电动车停放处已于今年初对
外承包，“但承包公司是哪家，我们也
不清楚”。

市民对收费各有看法

在露天停车场内，一位刚停好车
的电动车车主无奈地表示：“这里是
从4月开始新设的收费停车场，但没
别处可停车，只能交钱停这里了。”

但也有车主对此表示理解，“去
年，我们把电动车停在路边。一个小
时后回来，电瓶就被偷了。收费停车
场有人管理，肯定安全得多。”

停车场至今未通过审批

随后，记者向海口市交警支队反
映了新城吾悦广场封锁路边公共电
动车停放处一事。

16时18分，龙华区交警大队的
一名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并向记者表
示，新城吾悦广场承包出去的电动车
停车场已经向海口市交警支队提交
资料，相关手续正在备案，但是目前
还没通过审批。

17日上午，龙华区交警大队一
中队警官赵丹向记者证实，该停车场
未通过审批就先收费，之前交警部门
已对其下达处罚通知。

他表示：“路边划线区域即使不
是免费停车区域，只要是市政道路，
商家没有相关部门许可，也是不能用
栅栏封起来的。”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海口新城吾悦广场电动车停放收费遭质疑

路边公共停车位为何被锁起？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我们家就距离那个混
凝土场不到300米的距离，
经常会有粉尘飞过来，让我们
一家人不堪其扰。”日前，家
住万宁市东澳镇凤岭村的叶
女士向本报反映，在她家西
南方有一家混凝土搅拌站，
每逢工作时间，飘洒的粉尘就
会吹进家里，造成了一家人的
生活困扰。针对叶女士所反
映的问题，5月16日，记者前
往实地了解相关情况。

那么，这家混凝土搅拌站的
环境是否达标？

采访过程中，万宁市生态环
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王旭跃告
诉记者，永基混凝土搅拌站于
2014 年 6 月获得原万宁市国土
环境资源局发布的《关于批复
东澳镇东澳坡商品混凝土搅拌
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

2016 年 12 月 20 日，该项目落实
了环评批复的各项污染防治措
施，并通过万宁市生态环境保
护局发布的《关于东澳镇东澳
坡商品混凝土搅拌站项目竣工
环保验收意见的函》。这家混
凝土搅拌站目前各项环评指标
均为合格。

王旭跃表示，在搅拌站东北侧

居住着几户居民，其中有一户对搅
拌站进行过2次投诉，最近的一次是
一周前。

当时接到投诉后，监察大队执
法人员立即赶往现场进行了处理，
并要求搅拌站加强管理，加固和增
高原堆料场北侧围墙的防尘纱网，
避免粉尘影响附近居民生产、生活；
采用高压喷头及时洒水，防止原料

堆场粉尘飞扬；配料车间改进成全
封闭作业方式；做好废水的循环利
用工作；按照作息规定时间生产作
业，避免影响居民作息。

现在，搅拌站已按照相关意
见进行整改。王旭跃则表示，
将对搅拌站的整改情况继续监
督。

（本报万城5月18日电）

厂家 采取多项措施降低影响
据永基混凝土搅拌站办公室

主任潘国珍介绍，这家混凝土搅拌
站的前身是一家钛矿厂。

30 多年前，万宁神州半岛
110余名被征地的农民自筹资金
创办了钛矿厂，后来钛矿停产，在
万宁市政府的支持下，钛矿厂投
入 2000 万余元转型创办了万宁
永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搅拌
站日产量可达 1000 立方米。目

前，这些失地农民还在混凝土搅
拌站里承担着保洁、保安、操作
员、司机等工作，领取工资。

针对叶女士反映的情况，潘
国珍回应：“砂石产生的灰尘不同
于工业粉尘，最佳控制扬尘的方
法就是洒水压抑。”他表示，公司
不断地对场内的降噪降尘设施进
行改进。

首先是不断加高储料场的防

粉尘墙，并在墙外种植了松树等，
避免粉尘直接飞入到附近居民家
里。其次，安排工人随时在生产区
洒水，降低粉尘漂浮，每辆运输车
出厂前还有工人对其专门进行清
洗，避免泥水带出。最后，场内的
污水也进行了循环利用，为避免噪
音扰民，工厂尽量避开居民休息时
间施工。

“当时我们办钛矿厂的时候，

附近没有人住。”潘国珍告诉记
者，几年前，钛矿厂附近才搬来了
几户居民，后来公司获得了相关
资质，在钛矿厂原址上建起了混
凝土搅拌站。目前这家公司的营
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环
评、环保等相关证照手续都十分
齐全。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东澳镇党
委委员蔡为润的证实。

海鲜大餐竟藏蟑螂？
琼海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12345反映：

自己和朋友在琼海市潭门镇富港路金
港海鲜酒楼就餐时，发现一盘白灼大虾里面
有一只蟑螂，十分恶心，认为该店存在食品
安全问题。

琼海市食药监部门回复：

接到举报后，执法人员立即赶往现场，
向酒楼经理了解情况后，对厨房进行检查。
发现由于“三防”设施设备陈旧，厨师操作不
当，才导致菜品内出现蟑螂。执法人员现场
下达监督意见书，要求对厨房内环境进行搬
家式大扫除及完善“三防”设施设备。投诉
者和商家经协调解决了就餐纠纷。

（本报记者宗兆宣）

小区门前坑坑洼洼
如何出行？

海口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12345反映：

海口市秀英区海港路海南食品公司宿
舍大门前的路坑坑洼洼，影响机动车出行，
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处置。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街道办回复：

街道办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
现门外是一处工地。经协调，工地负责人表
示，将在旁边硬化一条道路供居民出行，而道
路未完全硬化前，让居民从工地临时出入。
工地还承诺免费为居民出行的机动车清洗轮
胎，以防造成路面污染。 （本报记者宗兆宣）

蚕丝厂异味刺鼻
谁来管？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群众拨打省政
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反映：

在琼中营根镇中心小学对面，原亚洲食
品厂内有家蚕丝厂经常排放类似农药的刺
鼻性味道，该现象已经存在近半年之久，担
心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环保局回复：

工作人员经实地核查，该蚕丝厂内没有
设置蚕茧加工生产线设备，所产生的气味是
储存蚕茧过程中产生的。由于原先的储存
室未改装成冷藏室，存放的蚕茧都是活体生
丝果，储存过程未使用化学品处理工艺流
程，所以在入库时存在一些气味外散的情
况，引发周围群众的不满。目前该公司已将
储存室改装成密封的冷藏室。环保局将加
大对该公司的监管力度，如发现污染环境问
题将依法处理。 （本报记者宗兆宣）

凌晨清理小区垃圾
噪音大扰民怎么办？

海口市美兰区西苑路滨海国际小区一
业主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反映：

每天凌晨5：30，环卫车到自己所住的
小区清理垃圾，产生很大噪音，严重影响居
民休息，希望环卫车能在不影响大家休息的
时间段清理垃圾。

海口市美兰区环卫局回复：

业主建议每晚 10 时左右清运垃圾，但
该小区物业晚上 8 时后拒绝清运车辆进
入。目前已与物业协调，环卫车每天早上7
时左右从小区后门清运垃圾，业主对此表示
满意。 （本报记者宗兆宣）

本报屯城5月18日电（记者
邓钰）“说好春节后就交房，这快年
中了还没动静。”近日，屯昌市民陈
先生再次向本报反映，自己于2013
年购买的屯城镇东风小区经济适
用房至今仍未交房。

去年12月，本报政音民声版曾
刊发《苦等3年无新房 望穿秋水无
奈何》等相关报道。当时，小区建设
单位屯昌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曾表
示，该局将督促施工方接通水电，力
争2017年4月前向所有业主交房。

如今已是5月中旬，为何业主
仍未顺利入住？相关负责人解释
道：小区在施工中发现原本设计的
电力线路容量不足，必须由供电部
门重新设计、改造并安装新的电力
线路。目前这项工作已接近完成，
争取今年6月让部分业主入住。

屯昌东风小区
交房一拖再拖
争取6月部分业主入住

又见两处路难行拍拍拍

⬆海口椰海大道与学院路交
汇处，喜盈门家居广场门前，一段
十余米长的盲道破损严重。

本报记者 丁平 摄

⬅澄迈县金马大道，宽阔的道
路上被修补过的地方仍不平整，坑
坑洼洼，让坐车人饱受颠簸，叫苦
不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新闻追踪

■ 本报记者 丁平

路边划有白线标
识的“电动车停放
处”被栅栏锁起，市
民无法停放电动车；
旁边的电动车停车
场有人看管，每次收
费 2元。对此，有市
民质疑：海口火车东
站附近的新城吾悦
广场，门前的免费公
共停车位被锁，究竟
合不合理？

5月17日，永基混凝土搅拌
站，运输车经过清洗才能出场区。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摄

现场 工人洒水减轻扬尘

部门 已加强整改并将继续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