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环岛高速G98龙桥互通匝道封闭施工，请
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施工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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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答询

本报定城6月13日电（记者罗
霞 通讯员王忆桃）因不符合购买条
件等原因，定安一名消费者无法购
买商品房，遂与房产开发商协商退
款，但迟迟未收到退款。近日，经
过定安县工商局调解，该名消费
者在一个星期内要回了11万余元
退款。

定安县工商局近日接到12345

服务热线转来的投诉单显示，来电
人徐先生于 2018 年 3 月与一家
公司签订合同，购买定安县定城
镇环城南路一小区的两套房屋，
并缴纳了部分房款，后因不符合
购买条件、开发商未办理预售许
可证等事由，无法通过购房网签
流程，故与开发商协商退款。但
一段时间过去，徐先生仍未收到

开发商退款。
接到投诉后，定安县工商局第一

时间组织局机关执法骨干前往小区
销售中心了解情况。该小区销售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退房手续需经公
司层层审批，退款还需一段时间。

定安县工商局执法人员当即指
出，在消费者不符合购买条件且开
发商未办理预售许可证的前提下，

开发商不仅未履行告知义务，还与
消费者签订购房合同的行为，违反
了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损害了消
费者合法权益，要求开发商必须在
一个星期内办理完退款手续。

经调解，该房产开发商承诺在
一星期内完成退款流程并进行整
改。日前，徐先生表示已办完退房
手续并收到退款11万余元。

购房者不符合条件买不了房 开发商迟迟不退房款

工商部门迅速调解 购房者拿回房款

海口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
务热线12345反映：

海口市秀英区万达广场附近一
家餐饮店卫生不达标，店里有很多苍
蝇。

海口市秀英区食药监局：
接到投诉后立即赶往现场。根据

现场检查到的问题，要求店家立即整
改，包括垃圾桶需要加盖、及时倾倒空
调水等，要求店长加强对店员的食品
安全知识培训。

（本报记者罗霞整理）

餐饮店苍蝇多
不卫生谁来管？

路面尘土飞扬
影响生活如何解？

海口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
热线12345反映：

在海口市龙华区水港路海湾花园工地
出入口处，工地车辆拉渣土未做围挡，导致
渣土落在路上，车辆一过灰尘漫天，严重影
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海口市龙华区城管局回复：
执法人员及时到达投诉现场。经查，

海湾花园工地出入车辆轮胎带泥上路，沙
土污染路面。执法人员责令督促相关负
责人将污染路面清洗干净、对进出车辆进
行清洗，并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环卫洒水车洒水
影响出行怎么办？

儋州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服务热
线12345反映：

在儋州市那大镇先锋东路，环卫洒水
车每天经过该路段时大力冲洗路面。因该
路段没有绿化带，洒水车大力喷洒时将垃
圾及泥土冲到居民家门口，给居民出行带
来不便。

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回复：
由于该投诉路段没有绿化带及驾驶员开

的水压压力过大，导致有些泥土冲到了居民家
门口。针对投诉，已对洒水车驾驶员进行洒水
车辆专业技能培训，让驾驶员做到规范洒水。

海口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
合服务热线12345反映：

在海口海秀中路，晚上
10 点到晚上 12 点间常有飙
车党驾驶改装车，所发出的
噪音扰民。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回复：

辖区大队在21：30至23：00
时间段已加大力度对该路段进行
巡逻，如发现飙车将组织警力进
行查处。

飙车党噪音扰民
谁来查？

百姓难题 政府帮忙

掀起禁毒新高潮

琼海警方斩断
跨市县贩毒链
抓获7名贩毒团伙成员

本报嘉积6月13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冼
才华）记者今天从琼海市公安局了解到，近日，琼
海警方打掉一个跨市县的贩卖毒品团伙，抓获7
名贩毒团伙成员，现场缴获毒品冰毒26.8克，海
洛因3.92克，扣押运输毒品车辆1辆，成功斩断一
条集“上家”、中介、分销的跨市县贩毒链。

5月26日18时许，琼海市公安局禁毒工作专
班通过外围侦查发现，李某、覃某两名涉嫌贩卖毒
品人员藏匿在琼海市嘉积镇爱华东路某栋出租屋
落脚，实施零包贩毒。对此，禁毒工作专班立即组
织警力对李某、覃某所在的出租屋进行布控，并控
制住正在吸食毒品冰毒的两人，随后，将前来购买
毒品的吸毒人员庞某一并抓获。

经过警方对此案的进一步调查，一个由屯昌
向琼海运输、贩卖毒品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
面。禁毒工作专班警方侦查发现，5月26日23时
许，邓某、李某、文某等3人伙同琼海本地籍毒品
分销犯罪嫌疑人王某驾驶一辆小轿车，从屯昌县
驶入琼海市准备进行毒品交易。

接到该情报后，琼海市公安局集结20名警力，
展开收网行动。5月27日凌晨，犯罪嫌疑人驾驶小
轿车进入琼海市路段时，前期布控的警力对该嫌疑
车辆进行堵截，对车内的4人实施抓捕，并从车厢
内缴获用塑料袋包装的冰毒和海洛因。由此，一条
集“上家”、中介、分销的跨市县贩毒链被成功斩断。

据介绍，该贩毒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邓
某、李某、文某负责“供货”、运毒，琼海本地人员王
某、李某、覃某、庞某等负责“接货”、分销。目前，
该贩毒团伙的7名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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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本报营根6月13日电 (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张璐 陶楚雯)13日中午，
一阵短促的铃声过后，琼中至乐东高
速公路B1标项目经理张建军按下了
手机接听键，该标段的技术员吴方兵
打来电话，想要请假回河南老家过端
午节。

“回吧回吧！忙了一年啦，标段
施工都已收尾，是该好好陪陪家人
了。”张建军语气轻松地说道。

今年6月以来，琼乐高速项目捷
报频传。路面标的5个标段中，由中
交二公局负责施工的B5标和B1标相
继完成了主线路面沥青摊铺，其余3
个路面标也已接近完工，交通安全设
施标的画线立牌工作也随之全面展
开，琼乐高速全线均进入了施工收尾
阶段。

作为我省“一桥六路”重点项目
之一，琼乐高速是海南省“田字型”高
速公路主骨架中线高速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改善中部地区交通条件，
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以来，为确保琼乐高速10月
前通车，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在省
交通运输厅、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的指导
下，各参建单位铆足了劲，纷纷加大人
力物力的投入，不断掀起建设高潮。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标段参建
人员就有800多人，还加了一套设备，
24小时轮班施工。”张建军说，今年4
月施工高峰期，他们单月的总产值超
过8000万元。

随着琼乐高速施工接近尾声，
很多施工人员完工陆续离场，但琼
乐B1标机械部部长乌晓亮由于岗
位关键，所有机械车辆设备都要经
他手调度，从去年 6月进场后他连
春节都没回过家，这时又赶上大批
设备退场更离不开他，请假计划也

就打了水漂。
在琼乐B2标的施工现场，土建

标和路面标的施工人员正并肩作
战。琼乐一代建段二分部主任王秋
赞告诉记者，该路段边坡达到八级，
居海南交通工程之最，且地质状况
极不稳定，琼中雨水又多，屡次出现

滑坡，“目前我们已修筑了九级台
阶，有效制止了滑坡，也确保了工程
进度。”

B4标作为琼乐高速全线最长的
标段，对石料需求最大，缺口也最大，

“今年年初，我们手里攥着钱就是买不
到石料。”该标段项目经理肖立军语气

略显无奈。此时，在他身后的6台摊铺
机和8台压路机正发出轰鸣声，空气中
弥漫着热乎乎的沥青味道，B4标最后
18公里长的单幅路段也已进入了最后
的沥青上面层铺设阶段，“月底前我们
肯定能完成B4标主线沥青铺设。”肖
立军说。

琼乐高速全线进入施工收尾阶段
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确保今年10月前通车

琼中禁毒宣传再出新招

物流包裹贴上
禁毒宣传标语

本报营根6月13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黄
鹏 胡曼菲）记者近日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禁毒
委员会办公室获悉，今年，琼中禁毒宣传再出新
招，将“举报吸毒仔 一个奖500”这条简短有力的
宣传标语的宣传阵地转向物流包裹上，让禁毒宣
传流向千家万户。

据了解，今年，琼中禁毒办将宣传目光转向近
年快速发展起来的物流行业，经过联合省中部邮
政管理局对该县物流行业包裹量进行摸底统计，
发现每月进出该县包裹达30余万件，物流包裹已
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遂决定
将禁毒宣传标语“举报吸毒仔 一个奖500”印制
成小标签，贴在进出琼中的每一件包裹上。

据悉，经过合理计算，县禁毒办印制了100万
张印有禁毒宣传标语的小标签，免费发放给县邮
政、顺丰、中通等11家物流企业，要求他们将收寄
包裹都贴上标签，进一步扩大禁毒宣传面，再次提
高群众的防毒拒毒意识。

海口发布端午节交通出行提示

未来三天琼岛
将有一次强降水过程
最强降水或出现在明日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许嘉 翁小芳）记者今日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季
风槽影响，6月14日至16日，全岛将出现一次明
显的降水天气过程，最强降水将出现在15日。强
降水中心将出现在海南岛北部和东部地区，这些
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预计14日，海南岛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有大
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西部和南部地区有中雨、局
地大雨；15日，北部、东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
地特大暴雨；西部、中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
地暴雨；16日，北部和西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
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预计14日～16日过程雨量：海口、临高、澄迈、
定安、文昌、屯昌和琼海等市县180毫米～350毫
米、局地可达450毫米，儋州、琼中和万宁等市县80
毫米～180毫米，其余市县30毫米～80毫米。

省气象部门提醒，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
预报，注意防范14日至16日强降水可能引发的
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
生灾害。

全省法律援助业务
培训班举行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刘威）为进一步加强我省法
律援助人员相关法律、业务知识培训，
促进法律援助人员知识更新，提高我
省法律援助队伍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6月12日至14日，全省法律援助业
务培训班在海口举办。各市县司法局
分管副局长、法律援助中心（处）负责
人、“1+1”律师和大学生志愿者及各市
县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库值班律师共
203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开班式上，省司法厅有关
负责人就今年法律援助重点工作和主
要任务进行部署。

鸟瞰琼乐高速路面施工标段第一合同段，这是琼乐高速全线首个完成路面沥青施工任务的标段。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张璐 摄

三亚明察暗访
纠“四风”

本报三亚6月13日电（记者徐
慧玲 通讯员谭云钊）记者今天从三亚
市纪委获悉，三亚市近日印发了
《2018年端午节期间纠正“四风”明察
暗访工作方案》，成立以三亚市纪委党
风政风监督室牵头的纠正“四风”明察
暗访专项检查组，对全市“四风”问题
进行抽查。

据了解，三亚市纪委此次明察暗
访将突出检查的随机性，不事先确定
检查地点，不打招呼、一竿子插到底，
并适时进行“回马枪”，并针对问题较
多、群众反映强烈的单位开展驻点式、

“点穴式”检查，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发
现问题线索。

三亚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
人表示，去年中秋、国庆节期间，该市
纪委重点排查了各单位公车私用情
况，倒逼全市公车统一标识化管理，公
车私用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2018
年，三亚将继续紧抓重要节日，深挖细
查隐性变异、潜入地下的“四风”问题，
不断推动全市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向
优向好。

屯昌开展严查
“四风”整治行动

本报屯城6月13日电（记者邓
钰 通讯员王和才）端午临近，屯昌县纪
委县监委连日来开展节日期间“四风”
整治行动，对端午节期间加强监督检查
进行部署，确保风清气正、廉洁过节。

端午节期间，屯昌县纪委县监委
将成立监督检查组，深入各大宾馆、酒
店、农家乐及营业性娱乐场所，通过开
展高频次的察访、专项检查、随机抽查
等方式让违纪违规行为无处遁形。

同时，该县还向社会公布举报电
话、电子信箱，畅通群众监督反映渠
道。针对公款违规购买发放粽子、搞
非公务接待、违规安排来访亲友住宿
等歪风邪气，屯昌县纪委县监委坚持
露头就查、快查严办，一律从严处理。

违规建设100余幢木屋

澄迈福山一项目
被依法拆除

本报金江6月13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今天上午，澄迈县福山镇政府联合澄迈县
综合执法局、县国土局、县林业局、县公安局等单
位共200余人前往福山镇，对当地的“星期九休闲
园”项目进行依法拆除。截至今晚19时，项目内
145幢木屋及2幢框架结构房屋已拆除约90％。

据了解，“星期九休闲园”项目于去年6月未
经审批报建擅自开工建设，共占地143亩，同时存
在非法占地、毁林等行为。期间，当地政府一再下
文责令停工，并采取停电停水等相应措施，项目方
始终置若罔闻，拒不配合。

■ 东往西方向途经车辆绕行
海秀快速路、海秀路→海盛路、南海
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粤海大道、长滨
路、长彤路绕行南海大道、海秀快速
路、海盛路→海秀路返回市区

本报海口海
口 6 月 13 日讯
（记者邓海宁）6
月 16 日至 18 日
为 端 午 节 小 长
假，为方便节日
期间市民出行，
今天，海口市交
警支队发布交通
出行提示。

预计6月15日16：30—19：00、6月16日9：00—11：00，世纪大桥→龙昆北路→南大
桥→龙昆南路→迎宾大道双向、国兴大道→琼州大桥双向、滨海大道、海府路→琼州大道等
进出市区主干道交通流量集中，通行缓慢。驾车进出城尽量避开高峰时段，视情况择道路：

从文明东路、海府一横路延长线、美祥东路、美祥横路上滨江路进出城

6月18日13时后滨海大道假日海滩、观海台路段交通流量将会增多

2 走滨江路→凤翔东路前往东线高速，尽量避开出城压力集中的道路

3 国兴大道、琼州大桥北片区驾驶人可取道海甸岛、新东大桥前往琼山大道或白驹大道进出城
南片区驾驶人可取道椰海大道、海瑞大桥前往琼山大道、白驹大道进出城

■ 6月 18日15：00—22：
00滨海大道永万路至长安路段
禁止车辆停放，在假日海滩、烧
烤园车位停满后，请广大驾驶人
配合现场民警的指挥管理，将车
辆临时停放在滨海西延线南侧
的永万路、长秀路等道路

■ 大货车东
往西方向绕行海
港路，西往东方向
绕行滨粤路口，避
开观海台至假日
海滩路段，确保道
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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