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成区是指实际已经成
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
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在当地人民政府
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
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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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办学条件简陋

三亚取缔17所黑幼儿园
本报三亚7月4日电（记者林诗婷）今天，三

亚市天涯区教科局发布通告称，该区依法取缔了
17所未经批准擅自办学的幼儿园，通过加强对幼
儿园的监管，保障学龄前儿童享受优质教育，提升
城乡教育水平。

据悉，为促进民办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保
障广大幼儿在安全、优质的教育环境中成长，天涯
区教科局根据相关法规，按照“规范一批、整合一
批、取缔一批”的工作思路，于日前联合各职能部
门对区域内36所未注册的民办幼儿园进行校舍
安全、食品卫生大排查。经排查发现，艺星外贸幼
儿园、南岛星光幼儿园、小星星幼儿园等17所未
经批准擅自办学的幼儿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
办学条件简陋，被依法予以取缔；同时，对基本符
合办园条件的金蓓蕾幼儿园、爱尚幼儿园等幼儿
园办理了筹设审批手续。

三亚市天涯区教科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家长
在选择民办幼儿园时，要了解幼儿园是否持有《民
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此外，未注册民办幼儿园在
不同程度上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家长将孩子送至
具有办学资质的注册幼儿园入学。

我省推进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市县建成区全面禁止露天烧烤——

夜色中的烧烤摊该何去何从？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生叶润田）
每年暑期是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多发
时期，省教育厅今天制定《海南省中小
学生暑期防范溺水和交通事故十项措
施》，要求各地各校始终把学生生命安
全放在首位，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遏
制事故发生，为学生营造安全、健康、
和谐的成长环境。

根据安排，近期省教育厅将牵头
召开防范中小学生溺水事故联动工作

机制联席会议，明确责任，部署工作，
齐抓共管。同时，省教育厅将会同省
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联合开
展中小学校车安全专项整治及未成年
人违法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专项
整治，为学校和学生出行提供安全的
交通环境。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教育局要
积极联系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动
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并主动联系乡镇
党委政府、村委会，建立健全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争取在暑假放假前对本市
县各水域进行一次全面的隐患排查，
在山塘水库等危险水域的醒目位置设
置警示标牌，对无警示标牌的危险水
域要建立隐患台账，并协调有关部门
即刻整改。

各中小学校暑期前要落实暑期安
全工作“五个一”要求：以防范溺水和
交通事故为主题，上好暑期放假前最
后一节课，召开一次家长会，布置一份
暑期安全体验作业，印发一份《致家长

的一封信》提醒家长提高警惕，创建一
个班级家长微信群，不定期发布学生
暑期安全温馨提示。

省教育厅强调，各市县教育局
要突出问题导向，分析研究本地区
防范溺水和交通事故工作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针对重要时段、重
点区域、重点群体，加大防溺水和交
通安全工作监督检查力度。会同有
关部门建立和完善分片包干督查机
制，建立定期会商、联合整治、相互

函告等防溺水工作督查整治机制。
开展经常性的防溺水工作专项督
查，督促学校落实防溺水责任，健全
溺水伤亡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对每
一起学生溺水事故，要会同公安等
有关部门，查明事故原因，查找薄弱
环节，总结教训，分清责任主体，强
化失职渎职问责。

今年8月，省教育厅、省人民政府
教育督导室将对防溺水和交通事故工
作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

我省制定中小学生暑期防范溺水和交通事故十项措施

全面排查隐患 强化失职渎职问责

海口举办卫生
应急知识培训班
44人获合格证书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张期
望）为适应卫生应急保障需要，提高全市
卫生计生系统卫生应急从业人员的业务
能力，今天由海口市卫计委主办、海口市
120急救中心承办的海口市卫生应急知
识培训班在海口市120急救中心举办。
海口6家公立医疗机构的44名专业医
护人员参加培训，经考核合格获得了美
国心脏协会基础生命支持证书。

据了解，本次培训的内容为美国
心脏协会基础生命支持标准课程，由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基础生命支持导
师授课，向参加培训学员教授基础生
命支持术。基础生命支持术包括成
人、儿童、婴儿单人/双人心肺复苏术，
及成人、婴儿气道异物梗阻处理法。

本次培训注重实践技能，所有练习
均在带有反馈装置的心肺模型人上进
行，可实时看到按压、通气质量以及按
压分数，学员与模型人的比例为3：1。
参加培训后，44名学员经考核合格获得
了美国心脏协会基础生命支持证书。

三亚举行海上防污染
综合应急演习

本报三亚7月4日电（记者徐慧玲）今天上
午，三亚市2018年海上防污染综合应急演习在三
亚湾水域举行。三亚有关部门共100余人、12艘
船舶和1架水上飞机参加演习。

演习模拟两艘载运散装液体危险品的船舶进
行过驳作业时，出现油泵漏油的情况，船员维修时
临时搭接照明线路漏电，引发货泵舱内的易燃、易
爆气体燃爆，造成货油泄漏入海；同时1名船员在
撤离过程中不慎落水失踪，情况十分紧急。

“险情”发生后，三亚市政府立即启动《三亚市船
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预案》，成功
组织开展事故接警响应、船舶消防灭火、人员搜寻救
助、海上溢油围控、溢油污染清除等5个应急处置科
目，有效检验了各成员单位在事故险情报告预警、指
挥协调、应急通信、事故监测等方面的处置能力。

演习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琼南地
区海上活动日趋频繁，防治船舶溢油污染的工作越
来越重要。演习活动的成功举行，能有效提高琼南
地区应对海上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能力。

男童踩空防盗网
头被卡身悬空
所幸施救及时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计思
佳 通讯员王咪）今天早上，海口市琼
山中学初中部一宿舍楼内出现惊险一
幕，一名约4岁的男童的头部被阳台
防盗网卡住，身体悬在空中。海口市
公安消防支队琼山区文庄路小型站消
防员经过13分钟的营救，成功将小男
孩从防盗网中解救出来。

7时33分，消防员赶到琼山中学
初中部一宿舍楼6楼，发现男童头部
被防盗网卡住，身体悬于空中。男孩
的舅舅在阳台外沿处站着，托举着男
童的身体，以防其坠落。男童则不时
发出痛苦的声音。

情况危急，消防员先用安全绳对
男童的舅舅进行保护，接着用液压剪
对防盗网钢管进行剪切，展开营救。
经过13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男童获
救。据了解，当天早上，男童的父母外
出，男童爬上阳台的防盗网，因踩空导
致头部被卡。

海口消防提醒，家长切勿将孩童
单独留在屋内，平时也应告诫孩子不
能攀爬窗户、阳台。若发生孩子被卡
住的情况，要立刻报警。

海口绕城高速龙桥互通
3条匝道今开通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李
鹏先）记者今天从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绕城项目部了解到，海口绕城高速公路龙桥互
通3条匝道（南往西的三亚往洋浦方向、南往东的
三亚往美兰机场方向、北往西的海口市区往洋浦方
向）已基本完成施工，计划于7月5日开通。

为满足改建工程施工需要，龙桥互通剩余两
条匝道（东往北的美兰机场往海口市区方向、东往
南的美兰机场往三亚方向）交通管制时间需延期
至2018年7月31日。

据悉，海口绕城高速公路龙桥互通匝道第二
阶段改建范围原计划交通管制实施时间为：2018
年4月23日至2018年6月30日。因龙桥互通匝
道已建成通车达10年之久，龙桥互通匝道及辅道
铣刨后，其病害程度要比预期更加严重，增加了施
工难度，造成了交通管制时间延期。

全省人民调解员队伍专职化建设
推进会在陵水召开

全力以赴推动
我省人民调解工作

本报椰林7月4日电（记者金昌波）今天，全
省人民调解员队伍专职化建设暨社区矫正中心建
设现场推进会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精神
和全国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试点
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与会人员实地参观
了陵水县司法局英州、新村两个司法所和陵水县
社区矫正中心。

会议要求，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要坚持和发展
“枫桥经验”，着力推进新时代专职人民调解员队
伍建设，全力以赴推动我省人民调解工作，为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不断优化人民调解员队
伍结构，逐步推行人民调解员聘任制度，持续加大
人民调解员教育培训力度，探索建立专职人民调
解员业务职称和等级评定制度，不断夯实人民调
解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完善专职人民调解员
管理制度，将人民调解工作与综治中心、雪亮工
程、网格化服务管理“三位一体”新机制深度融合，
着力就地解决矛盾纠纷。要贯彻落实“治本安全
观”，加快推进全省社区矫正中心建设。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毛雨佳 蔡莉）完全有履行
的能力，“老赖”却不主动履行。近
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对一案两
名被执行人分别采取司法拘留和顶
格罚款10万元的司法强制措施。

据了解，2012年7月，陈某、蔡某
一家与王某、李某夫妇的交通事故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经龙华区人民
法院、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
审，判决王某夫妇赔偿陈某、蔡某一
家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扶

养人生活费等各项费用合计24.9375
万元。但王某、李某夫妇一直以下岗
收入微薄为由拒绝履行赔偿义务。

去年底，经执行法官查实，2016
年，海口市龙华区坡博坡巷片区棚户
区（城中村）改造，王某、李某夫妇获
补偿3套安置房和现金90多万元。
执行法官当即与王某、李某夫妇取得
联系，要求他们自觉履行法律义务。
王某表示，除非陈某一家作出让步，
放弃10万元的执行标的，他才会履
行赔偿义务。

法院经查，依法将王某、李某名
下银行账户内的16万余元冻结，但
该金额不足以支付执行款。

今年5月21日，执行法官再次将
王某、李某夫妇传唤至法院接受询
问，二人仍坚持要求陈某一家作出放
弃10万元的让步，不然坚决不予履
行赔偿义务。鉴于夫妇二人有能力
履行而不履行的行为，执行法官当即
对李某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李某的儿
子得知李某被拘留后，赶紧将赔偿款
37.1188万元（含本金、利息以及迟延

履行金等）打入法院指定账户。至
此，历时6年的旧案执结。鉴于王
某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行为，
龙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王某作出顶
格处罚10万元的决定，并通过已冻
结的银行账户余额成功扣划 10万
元罚金。

据悉，龙华区人民法院在破解执
行难题的过程中，加大对有履行能力
而拒不履行行为的惩戒力度，打击抗
拒执行的行为，加大被执行人的违法
成本，维护司法权威。

有3套安置房及90余万元现金却拒绝履行交通事故赔偿义务

海口一对“老赖”夫妇被顶格罚款10万元

智能法律服务机器人
“上岗”

7月4日上午，在海口市美兰区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市民郑先生与大厅
里立着的机器人“对话”，咨询了工伤
赔偿方面的法律问题。

据了解，这台智能法律服务机器
人拥有庞大的法律数据库，其内置的
法律法规库中收录了7000多部法律、
6万多法条、500万个案例，可以解答
离婚纠纷、劳动争议、邻里纠纷等多类
常见社会矛盾问题。同时，可回答4
万多个诉讼程序问题以及3万多个常
见的实体法律问题。借助自然语言处
理、关键词匹配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
手段，这台机器人可为市民提供免费
的法律咨询服务。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三亚市2018年海上防污染综合应急演习
现场。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刘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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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林晨

为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日前
出台的《海南省深化生态环境六大专
项整治行动计划（2018—2020年）》
明确提出，推进餐饮业油烟污染治
理，市县建成区全面禁止露天烧烤，
城区餐饮服务经营场所油烟净化设
备安装率达到100%。

不少市民有在露天烧烤摊吃夜
宵的习惯，而露天烧烤摊也常因油
烟、噪音等问题遭附近居民投诉。未
来，露天烧烤摊该何去何从？记者近
日进行了相关采访。

现场
烧烤摊点人气旺

一盘烤鱿鱼配芥末、两盘烤韭
菜，还有劈好的椰子和冰冻的啤酒
……6月29日晚11时许，在海口红
城湖路延长线一个名为“以鲜烧烤”
的烧烤摊前，青年云惟亮和好友围坐
在投影屏幕前的小方桌上，开启“周
末夜生活”模式。

“世界杯嘛，看球和喝酒撸串
最配。”云惟亮抿了一口啤酒说。
在投影屏幕背后，烧烤摊的师傅正

低着头，利索地将加工好的烤串放
在烤炉上烤，服务员则进进出出忙
碌着。

因为烧烤摊受到不少市民的欢
迎。记者走访红城湖路延长线粗略
统计发现，这一路段两侧共有11个
独立烧烤摊，此外还有“上丹美食啤
酒广场”等两处餐饮烧烤集中区，其
中集纳了约10个烧烤摊。

这些烧烤摊多采用“前露天座
位、后室内铺面厨房”的方式经营，现
场少见油烟飞散。“海口开展‘双创’
工作，查了不少露天烧烤摊，我们在
室内烤东西，装了油烟处理设备。”一
家烧烤摊摊主说。

但记者走访发现，这一路段还有
个别烧烤摊将烧烤炉放在了屋檐下
而非室内，存在油烟飞散的情况。

病症
大气污染隐患 城市管理难题

露天烧烤摊让人“又爱又恨”，
家住海口市新大洲大道力合农贸
市场附近的市民王徽利对此深有
感触。

“我上夜班回家晚，每次从烧烤

摊前路过，都觉得味道大、声音吵。”
王徽利说，他家附近有两个露天烧烤
摊，一般经营到凌晨三四点，给周围
居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大气管理处
有关负责人介绍，露天烧烤摊大多无
烟气吸收处理装置，使用的燃料多为
木炭或焦炭，产生大量的煤烟、煤灰，
对空气产生严重污染。烧烤摊点大
多晚上出摊，这时空气流动较慢，油
烟不易扩散，造成的空气污染比白天
更为严重。

除了燃料燃烧产生的污染，掉
在烤炉中的油脂、肉渣、调味品等在
燃烧时也会产生浓烟，含有污染大
气环境的细颗粒物（PM2.5）和挥发性
有机污染物，当摊位飘起浓烟时，周
围空气中的PM2.5含量会瞬间增高，
甚至达到上千微克每立方米，直接
影响大气环境的同时，也会对人体造
成危害。

“露天烧烤摊多涉及占道经营等
问题，我们此前一直在指导和督促各
市县开展打击工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城市建设处有关负责人符代
桑说，现结合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
工作，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

管理
堵疏并举 有序引导

面对大气污染防治和城市管理
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应如何对这些露
天烧烤摊进行有序管理？

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专家认为，
堵和疏的方式应并举，可授权设区的
市县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划定一
些露天烧烤区域。划定的区域配备
相关油烟的收集和净化处理装置，做
到油烟达标排放。

海口市国兴特色创业美食城一
家烧烤店的经营者周奕吉说，烧烤是
他们创业就业的生计，可以规范管
理，但不应“一刀切”。他认为，美食
城的经营管理方式就挺好，统一使用
油烟处理设备，降低了成本、减少了
污染，还能进行集中管理。

“目前海口的夜市模式，正为有
序管理露天烧烤和小吃餐饮等问题
积累经验。”海口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划定区域进行
有序引导，要求区域外的烧烤、饮食
摊点一律进店、进院经营，可以确保
环境卫生清洁，大幅减少油烟、噪声
扰民的情况。（本报海口7月4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