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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金盘夜市
二期主体完工
将于本月22日试营业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记者从海口市龙华区获悉，海口金盘夜市二
期项目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预计6月22日试营
业，项目总面积达1.38万平方米。

金盘夜市位于龙华区城西镇金盘路，继完成一
期3000平方米改造提升后，今年4月开始二期项目
升级改造。据了解，金盘夜市二期工程利用汽修厂
搬迁后留下的闲置土地，对现有的美食街区进行“扩
容”，增加200多个经营档口和铺面，提升区域品
质，打造功能更加齐全的特色夜市街区。为了解决
停车难问题，将新建专门的配套停车场，设计500多
个电动车停车位，以及200个小型汽车车位。

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和配套的高标准环保旅
游公厕、垃圾屋均已完工。招商的商户中下岗职
工、低保户等困难群体占比近六成。项目预计将
于6月22日试营业，7月上旬正式营业。

6月11日上午7时，3位男青年在海口市万绿园临海边的观景台上喝
啤酒，吃花生。吃完后，3人不知所踪，留下花生壳、塑料食品袋、易拉罐、纸
巾、烟头等垃圾。

据万绿园一位清洁工介绍，这样的现象在万绿园并不少见，她呼吁市民
要讲文明，共同爱护家园。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这么漂亮的地方,别糟蹋了!

陵水一养殖户
网箱死鱼20万斤

专家提醒不能过密养殖，应确保
氧气充足

本报椰林6月11日电（见习记者李艳玫 通
讯员符宗瀚）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有一养
殖户的军曹鱼出现大规模死亡。此事引起陵水县
海洋与渔业局的高度重视，专门邀请了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专家实地察看，并对水体进行采样调查。

6月10日上午，经陵水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
员和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生命科学与生态学院副教
授李由明调查发现，现场出现死鱼的渔排已被单
独分离出来，相关工作人员正在打捞清理滞留在
网箱内的死鱼。据新村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死
鱼数量约20万斤，损失300多万元。

“这一事件主要是由于渔排养殖密度过大，碰
上陵水连日下雨，咸淡水交替，导致水中溶氧量降
低，从而造成军曹鱼大规模缺氧死亡。”李由明表
示，水体水质情况还待进一步的检测。

为避免死鱼影响水质以及周边渔排居民的生
活，陵水海洋与渔业局及时联合新村镇政府、环卫
单位，出动3艘执法艇以及15名执法人员帮助养
殖户将渔排拖离处理，用吊车将死鱼运走掩埋，做
无公害化处理；并请求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对水质
进行监测，同时告知周边养殖户及时对网箱打氧并
控制养殖密度，避免出现同类事件造成经济损失。

李由明说，养殖户要控制好养殖密度，不能过
密；遇连续阴天以及养殖鱼出现游动慢等情况要
及时打氧，确保其所需氧气充足。

定安10岁男孩误进泳池深水区溺水，救上岸已无生命体征

女护士跪地心肺复苏“抢”回一命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6月10日下午5点半左右，定安县
某小区的游泳池里，一名儿童溺水。周
围群众从深水区和衣跳入水中，托举出
这名十岁左右的男童，这时，男童已无
自主呼吸及心跳，全身发黑。在众人不
知怎么进行施救时，一位穿着泳衣的女
子跑到溺水男童处，俯下身对他进行心
肺复苏施救，把他从死亡线拉了回来。

经记者多方了解核实，这名女子是

定安县中医院的门诊护士吴奇珍。
吴奇珍回忆，当她跑到深水区岸边

时，有人看着溺水男孩说“可能不行
了”，男孩的家属哭泣不止，围观群众手
足无措。当时溺水男童全身发黑发紫，
已无生命体征。她立即跪下去探及对
方颈动脉脉搏，对其进行心肺复苏，在
五、六个轮回后男童逐渐出现了一些生
命体征。吴奇珍随即按压部分关键穴
位，直到男童逐渐恢复意识。“真正的黄
金抢救时间也就几分钟。”吴奇珍说。

离开后的吴奇珍一直牵挂着男
孩。忧心之际，她接到朋友电话，知道
男孩已无大碍的消息这才放心。

经了解，被救男童当时父母并不在
身边，其由父母朋友携带到该小区游泳
池游泳，误进了深水区导致溺水。

当晚，吴奇珍救人事件在朋友圈
迅速传开，网友们将她称为“最美护
士”。

定安县中医院院长张熙民说，“遇
到危急情况能够挺身而出，用专业知识
救助他人生命，体现了医务工作者的真
正担当，为我们医院的护士点赞。”

吴奇珍表示，作为医护工作者救人
是职责所在，但是她也希望，广大市民
能多掌握一些急救知识，在危急时刻能
救人一命。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

心肺复苏是对溺水者唯一有效
的急救方式。按压胸骨下部，乳头
连线中点。按压时上半身前倾。
腕、肘、肩关节伸直，以髋关节为轴，
垂直向下用力，借助上半身的体重
和肩臂部肌肉的力量进行按压。保
证每次按压后充分胸部回弹，不改
变按压部位、放松时手不要脱离胸
壁，但避免施救者身体依靠在患者

胸部。
清理口、咽、鼻分泌物和异物，

并开放气道（一只手置于患者前额，
用手掌把额头用力向下、向后压，使
头后仰。另一只手手指放在下颏
处，向上抬）。开放气道后立即2次
人工呼吸。胸外按压30次，人工呼
吸2次为一个周期。

（符王润 整理）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成和军 杨洲）今天上午8
时许，海口海航豪庭二期A05地块工
地发生一起火灾事件，省住建厅、安监
局等相关部门紧急赶赴现场协助灭
火，并查明事故原因。目前该事故已
经通报全省在建工地，警示杜绝再有
类似事件发生。

海航豪庭二期项目A05地块位于
国兴大道北侧，发生火灾的3#楼位于地
块东北侧，目前正在进行外脚手架拆除
工作。经查明，火灾原因是该项目部
施工人员在3#楼13层北侧用氧气烧
割外脚手架连墙件作业，在烧割过程
中由于未使用接火桶导致火星溅落至
8层脚手板上，点燃脚手板上装垃圾的
编织袋并引燃外脚手架的安全网。

上午约7点55分发现着火后，项
目现场人员立即组织救火并电话报火
警，10多分钟后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喷水
灭火，8点20分左右火势完全扑灭。由
于现场及时组织灭火，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现场烧毁即将拆除的旧安全网28
张，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60元。

火灾发生后，根据省政府指示，省
住建厅、质监局等相关部门迅速赶到
现场协助灭火，火扑灭后立即查看现
场分析原因。调查显示，本次事故主
要原因是施工人员现场不按要求施
工，直接原因是施工现场文明施工不
到位，装垃圾的编织袋等易燃物随意
丢放，未及时清理，成为此次事故的着
火点；间接原因是项目部对于现场施
工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导致
个别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调查清楚后，省住建厅立即召集
海口市住建局、海航豪庭项目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相关管理人员
召开现场会，认真剖析原因，查找管理
漏洞，要求项目全面停止施工作业，对
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排查安全隐患，项
目所有施工工人全面进行安全教育。

今天下午，省住建厅将该火灾事
故向全省通报，要求各市县建设主管
部门、项目参建各方要举一反三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并计划于明日上午约
谈海口市住建局主要领导、中建六局
相关负责人。

因施工未使用接火桶引发火灾
海航豪庭二期项目火灾事故无人员伤亡，相关部门

通报警示全省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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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作为代步工具，在带给人类便捷和舒适
的同时，其产生的尾气对环境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

以海口市为例，近年来海口市机动车保有量
快速增加，目前已达65万辆之多，仅2016年就新
增约 10万辆。机动车排气污染在海口市大气污
染中所占份额也不断上升。根据海口市大气颗粒
物源解析的结果，机动车排放对PM2.5的贡献率
高达29%，机动车排气污染已成为当地大气污染
的首要来源。

据了解，机动车尾气成分非常复杂，主要含有氮
氧化物、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细颗粒物（PM2.5）
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特别是细颗粒物（PM2.5），能
够被吸入支气管和肺，并可能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直
接影响人体健康。

其中的高污染排放机动车，因为尾气排放技术

落后，对大气环境的污染更为严重。研究表明，一辆
高污染排放机动车的尾气排放量相当于一辆国IV
车的25倍。为改善大气环境、保障群众健康，海南
省自2016年11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实施全时段、
全区域高污染排放机动车禁行。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我们该如何选择？小环小
保倡议：首先，倡导绿色出行，希望大家在出行时更
多使用无污染或污染小的交通工具或步行；其次，选
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如公交车、共享单车等；再就
是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淘汰名下的“黄标车”。

对了，小环小保这里还要提醒下读者朋友们：为
鼓励尽早淘汰，海南省实施“黄标车”提前淘汰“补
贴+奖励”机制，奖励时间截止到2017年6月30日。
也就是说，对今年7月1日后办理“黄标车”淘汰的车
主将仅给予常规补贴，而不再奖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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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环保小窍门，您做到了么？
今天，小环小保同大家一起聊聊生活中的那些环保小窍门。
人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很广的话题，它包括衣、食、住、行、劳动工作、休息娱乐、社会交往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的方方面面。它与我们生活有着重要的关系，同时也直接间接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环境！

关注生态环保科普知识之 环保小窍门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的就是饮食
的重要性。但在现实中吃对我们的生
活和环境有什么影响呢？小环小保发
现，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
越来越提高，饮食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铺张浪费，于是就有了更多的餐厨垃
圾！对环境和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

同时，随着工业的发展，我们在饮
食方面所用的包装工具多为一次性
的。如塑料袋、饭盒、吸管等“白色垃
圾”，这些塑料制品在土壤中很难被降
解，给生态环境和景观带来污染；在海
洋中，海洋生物容易把一些塑料制品误
当食物吞下，由于无法消化分解，也会
给海洋生物带来致命危险。

小环小保在这里倡议：合理消费，
营造绿色饮食习惯，反对铺张浪费，减
少餐厨垃圾；同时，用可循环、可降解的
环保工具替代塑料产品，减少白色污
染。这样不但经济、健康，而且整个生
态环境也将得到有效的改善。

穿衣戴帽也能对环境产生影响，大
家一定很好奇吧？小环小保了解到，一
件服装从原材料的生产、制作、运输、使
用以及废弃后的处理，都在排放二氧化
碳并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现如今的
服装制品相当大一部分为化学纤维织
物，这类产品的原料主要是以煤、石油、
天然气等非可再生资源，并且在加工过
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废渣。
同时，旧化纤织物在短期内不能被完全
降解，对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

面对这些该怎么应对？小环小保
建议：首先，合理购置新衣，拒绝盲目攀
比；其次，穿“环保”衣，选择健康、易降
解材质，减少化学纤维织物对环境的污
染。为了我们的未来，希望大家以健康
环保的穿衣方式来造福子孙后代！

小环小保在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大监测数
据获悉，今年全省初二至初六空气质量较好，绝大
多数市县空气质量保持优级水平，但在除夕夜凌晨
一两点集中燃放烟花爆竹时段，空气中可吸入颗粒
物（PM10）、细颗粒物（PM2.5）和二氧化硫（SO2）
浓度显著升高。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中度污染或轻
度污染。

据了解，除夕到初一期间空气质量之所以明显
波动，主要是受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影响，导致一些市
县的PM2.5浓度快速上升。

可见，大量集中的烟花爆竹燃放，对空气质量影
响还是有较大“威力”。因此，小环小保在这里还是
要再次提倡文明过节，尽量不放或少放烟花爆竹。

生活中的细微构成了每个人的生活主线，但这
条主线却时时刻刻反映着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环境
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维护优良的生态环境，其实
我们可以做到的远远不止这些。认识环境、保护环
境、关爱环境，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参与。

(本版策划/统筹 一豪 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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