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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8 月 15 日讯 （记者计思佳 见
习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杨宇鑫）今天上午 8时
48 分，海口市公安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
众报警，龙华区椰海大道新城吾悦广场在建
工地着火冒烟。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立
即调派 6 辆消防车、22 名官兵赶往现场进
行处置。

9时 03分，消防官兵赶到后经侦查发现，
现场着火物质主要是工地二楼露天平台铺设
的挤塑保温板，主要成分为聚苯乙烯泡沫塑
料，燃烧烟雾较大，现场明火已被工地施工人
员扑灭。消防官兵对现场进行了细致搜查，确
定无遗留火种、无复燃可能后撤回。

据统计，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50平方米，
无人员伤亡。对于该工地在施工过程中是否
存在违法行为，住建部门和消防部门正在调
查中。

海口新城吾悦广场
在建工地着火
过火面积约50平方米，无人员伤亡

本报嘉积8月15日电 （记者丁平 通讯员
樊骁）8月15日，未经消防安全检查便擅自投入
使用，琼海消防支队依法对位于琼海市嘉积镇
的榭香林醉鹅店责令停止营业，并处以3万元
罚款的行政处罚。

经检查，琼海消防支队发现该店开业前
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用，且存在着
占用安全出口，灭火器配备不足等多项隐患
问题。

鉴于此，琼海消防支队消防监督员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责令榭香林醉鹅店停止营业，并
处以 3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告知处罚事
实、理由及依据，要求该场所立即到消防部门
补办消防审批手续，在手续齐全、经消防部门
检查确定为合格的情况下才可投入使用、营业。

通过消防监督员的耐心说服教育，该店负
责人全额缴纳了罚款，并表示一定吸取教训认
真整改。

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营业

琼海一饭店被罚3万元

本报文城 8 月 15 日电 （见 习 记 者 张 期
望 记者许春媚 特约记者黄良策）8 月 11 日
上午，文昌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李博和书记员
林志俊一起紧张地盯着手机屏幕，10 时整，
在文昌法院网络司法拍卖主页上，一块公开
拍卖的土地竞拍价定格在 5186798.82 元，拍
卖成交！这是文昌法院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发布的第四件拍卖标的物，也是该院成交的
首次网拍。

据了解，该院在今年6月下旬专门派员到省
一中院学习网络司法拍卖程序。6月27日上午，
该院执行局尝试发布第一则网拍公告，拍卖物为
一宗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随后，文
昌法院执行局又陆续发布了三宗执行案件拍卖
公告。这四件拍卖物的前三件虽有数人咨询，且
其中一处房产有15人次前往现场查看，但前三
件拍卖物均无人报名竞买。直到8月 11日 10
时，第四件拍卖物的竞拍成功，文昌法院终于迎
来首次成交的网拍。

截至8月15日，该院执行局已发布网拍公
告19则，涉及拍卖标的物19件。接下来的一
个月，执行局还将对几十件被执行人财产进行
网络拍卖，文昌法院的执行工作正随着网拍工
作的顺利施行稳步迈上新的台阶。

文昌法院网络司法拍卖
首次成交
一地块以518万元拍出

关注高温消防安全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 （记者计思佳 见习
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王咪）8月 14日晚，海口市
琼山区三门坡镇文岭村桃村村民小组一中年
妇女与 10 岁女童在水库边洗衣服时不慎落
水，三门坡消防队赶赴现场救援。两名溺水者
虽被打捞上岸，但被送往医院后没有抢救成
功，不幸溺亡。

8月 14日 21时 40分，三门坡镇消防队接
到报警，位于三门坡镇桃村水库有两人溺水，情
况紧急。三门坡镇消防队立即出动一辆8吨水
罐车6名人员赶赴现场。

21时 58分，消防队到达现场发现，两名溺
水者已被村民和公安民警救起，村民正在给她
们进行心肺复苏。当时，两人脸色皆已发青、不
省人事。消防队员迅速协调民警将她们送往三
门坡镇卫生院抢救。

经事后了解，溺水的人系小姨和外甥女
的关系。当晚，小姨、小姨的儿子及外甥女一
起来到桃村水库洗衣服，后外甥女不幸掉入
水库，小姨赶紧喊儿子回村叫村民过来救助，
同时自己也下水去救外甥女。等到儿子带着
村民赶到水库时，两人已不见踪影。熟悉水
性的村民赶紧下水搜救，后将两名溺水者打
捞上岸。

海口三门坡镇一水库
发生落水事件
一中年妇女与10岁女童不幸溺亡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邓海宁
见习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林馨 钟玲

8 月 14 日起，海口交警推出多
项电动车上牌便民服务措施，受到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本报记者今天
跟踪调查发现，虽然各服务点仍有
排队的情况，但秩序井然，便民措施
得到了海口市民的认可。8月14日
至 8月 15 日 20：00，海口共计办理
电动自行车预约登记 9.1418 万辆，
其中通过椰城交警 APP 线上预约
6.4513 万辆，21个服务站点现场预
约2.6905万辆。

现场
预约上牌秩序较好

今天16时，记者来到海口交警秀
英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服务大厅内

有不少等待预约上牌的市民，每个窗
口等候的队伍大约3米长。

“我是四川人，在海口租房住。
今天下午先去社区办理了居住证
明，办好后就来到服务站预约。”贾
先生刚刚成功预约，他手上的预约
单显示：2017 年 10 月 19 日 9 时至
12时 30分到秀英大队服务站办理
挂牌。贾先生告诉记者，办居住证
明花了10分钟，电动车预约花了20
分钟，他对今天的预约效率总体比
较满意。

“我听说，从9月1日开始，严禁
无牌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但我预
约到10月19日才能上牌，这中间一
个月我是不是就没法骑电动车了？”
对此，现场工作人员解释，贾先生拿
到的预约单就相当于“临时车牌”，9
月 1日后遇到交警查车，出示预约
单即可。

秀英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负责人
介绍，今天上午不到8时，服务站就开
始接待市民。“人数都在可控制范围
内，这说明昨天采取的措施已经起到

了分流人群的效果。”

预约
手机APP预约占总数六成

昨天，为减少市民排队等候的
时间，海口交警推出了“椰城交警
APP”线上预约的功能。从今天的
预约情况来看，手机APP预约占预
约总数六成。

据海口交警统计，8月15日，海
口全天共计办理电动自行车预约登记
4.3717 万辆，其中通过“椰城交警
APP”线上预约2.6825万辆，21个服
务站点现场预约1.6892万辆。

今天17时10分，记者来到丘海
大道与南海大道交叉口交通岗亭。不
少拿着身份证、购车发票，准备来办理
预约的市民看到岗亭大门紧闭，在岗
亭的门上，贴着“椰城交警APP”的二
维码并且列出了在APP上给电动车
预约挂牌的详细步骤。

一位民警告诉记者，今天该岗
亭已经办理471起电动车预约。但

由于上午9时前和下午5时以后是
交通高峰期，交警需要站岗执勤不
能给市民办理预约，望市民能够理
解。希望更多市民能够通过手机
APP进行预约。

澄清
电动自行车上牌工作不会停

8 月 14 日，海口部分电动自行
车车主聚集在不少电动车商家门
前，要求电动自行车销售店退货、换
货，但因商家闭门谢客，无法协商退
换货事宜。

今天，海口工商、质监部门约谈海
口市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有关负责
人，要求其督促会员单位和电动自行
车经销商加强行业自律，顺畅消费纠
纷沟通渠道，并提醒广大消费者依法
理性维权。

据介绍，根据《海口市电动自行
车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因超标或者
非《目录》车导致不能登记上牌的，
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车、换车。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经营者提供的
电动自行车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
费者可以自购买之日起 7 日内退
货，15天内可以换车。接下来，海口
质监、工商等职能部门将加强联动
机制，继续从源头上加强电动自行
车生产与销售管理。

此外，近日有市民拨打记者电话
询问“9月1日起，海口将停止电动自
行车上牌，这消息是真的吗？”并表示
因此特地购买了新车或特意请假前
往办理预约上牌。记者今天从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此消息不属
实，电动自行车上牌工作一直在开
展，不会停止。

根据《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
法》第十四条规定，购买电动自行车之
日起15日内，向海口市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申请车辆注册登记。只要是
在合格目录的电动自行车，手续齐全，
交警部门都会办理预约上牌的，并不
存在9月1日以后停止上牌的说法。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

海口逾9万辆电动车成功预约上牌
各服务站仍需排队但秩序较好 9月1日停止上牌消息不实

新闻追踪

1 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12365质量投诉热线、12345市政府热线

2 登录“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网址：http：//www.12315.cn/）

3 登录“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手机APP或者微信公众号

4 消费者也可以直接向销售店所在的辖区工商所投诉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周平虎）记者今天从省交
警总队了解到，经公安部批准，《机
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与方法》（GA
1026）新版标准于近日出台。根据
公安部统一部署要求，我省将于今
年 10月 1日起正式实施这一新标
准。据了解，此次驾改优化了科目
二、科目三的考试内容，让考试规则

更加规范，让细则更加明确。新标准
更加突出安全文明意识考核，更加契
合实际道路交通环境，更加方便群众
考试领证。

据省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修订是为了贯彻落实公安部、交
通运输部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
意见，按照《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
考试大纲》等要求，更适应实际道路

环境，更贴近安全驾驶实际，有的项
目降低扣分，有的考试内容调整考试
科目，有的增加考试点，综合来看，此
次修订并不是增加考试难度。

就新驾考相关调整的变化及亮
点，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作出以下
解读，并提醒正在待考或有计划报名
的学员，不必着急赶时间节点前参加
考试，以免造成“拥堵”。

海口交警部门表示，“椰城交警APP”
是交警加强便民服务和沟通交流的平台，
办理电动自行车预约上牌业务最为便捷，
不需要排队等候。市民可以从手机点击
“识别二维码”下载“椰城交警APP”。

8月 15 日，在口腔医生
的示范下，“小牙医”正在体
验正确的刷牙方法。当天，
由共青团海口市委主办的
“小牙医”体验营活动在海口
举行。小营员们换装变身成
“小牙医”，学习口腔知识和
治疗流程。

在竞答小游戏环节中，
亲子家庭踊跃回答专家提出
的护牙小问题，在轻松有趣
的分享互动中将口腔健康的
理念传递给每一个孩子。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我们都是
“小牙医”

我省10月1日起实施新驾考标准
倒车入库将限时 不礼让行人为不合格

考核变化要点

8月15日，海口全天共计办理

电动自行车预约登记4.3717万辆

通过“椰城交警APP”
线上预约

2.6825万辆

21个服务站点
现场预约

1.6892万辆

扫码用手机APP预约 电动车退换维权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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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行通过路口、左右转弯等不避
让行人的为不合格

根据《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
试大纲》要求，调整相关考试内容：科
目一涉及安全文明驾驶常识内容全
部调整至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
考试项目中；调整考试内容比例，提
高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文明
驾驶知识考题比例，单列文明行车常
识、典型事故案例等内容；调整考试
操作，如科目三起步、变更车道、靠边
停车、超车项目中增加“回头观察”动
作，直行通过路口、左右转弯等项目
不主动避让优先通行车辆、行人、非
机动车的评判为不合格，从细节动作
考核安全文明意识。

科目二倒车入库、桩考等允许适度停车
理论考试模拟实景。科目一、科目三安全

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增加情景类试题，通过文字
或图片、视频等情景形式模拟实际道路交通场
景，考核考生对实际道路交通情况认知、判断和
处置能力。场地驾驶考试突出实用性。在保障
安全驾驶的前提下，对科目二倒车入库、桩考、
单边桥、直角转弯、连续障碍等项目中，允许适
度停车观察确认安全后进行驾驶操作。对中途
停车的，由考试不合格调整为“每次扣5分”。倒
车入库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考试的为不合格。
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强调安全文明操作。如掉头
项目增加减速或停车以及开启转向灯等要求，
在通过路口项目增加“改变方向提前开启转向
灯”等操作和扣分要求，突出实际道路驾驶需
要，培养考生良好驾驶习惯。

小型车采用模
拟夜间灯光考试形
式进行

小型车：调整科
目三夜间考试方式，
采用模拟夜间灯光考
试形式进行。大型
车：对科目二考试不
合格当场补考的，未
扣分的已考项目不再
补考；对夜间考试不
合格当场补考的，白
天考试成绩保留。

更加契合实际道路交通环境 更加方便群众
考试领证

科目二考试评判主要修改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