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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一酒吧屡次噪音扰民
被罚10.5万元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通讯员吴小坤）海口市龙华区一酒吧因多次
噪音扰民，被附近居民投诉举报，龙华区环保局认
定该酒吧存在噪音扰民的现象并要求其改正，该
酒吧噪音仍扰民不止。近日，海口龙华区生态环
境保护局对该酒吧开出10.5万元的高额罚单。

8月6日晚，海口市龙华区环保局有关负责人
带队到海秀东路1号对海口太壹酒吧（招牌名称
为“壹号派对”酒吧）下达《查封（扣押）决定书》和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对产生噪音的音响设备
实施查封。

据龙华区环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家酒吧
是不久前新开的酒吧，今年5月起试营业阶段就
因多次噪音扰民被投诉，5月3日，龙华区环保局
委托监测机构对该酒吧噪声排放情况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噪声排放超标，当时环保部门下达
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该酒吧改
正噪声超标排放违法行为。但经多次复查，该酒
吧排放的噪音还是屡次超过国家标准。7月16
日，龙华区环保局又根据检查结果，对该酒吧下
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5000元人民币罚款，
然而在7月25日的复查中，海口太壹酒吧仍然超
标排放噪音。

目前，龙华区生态环境保护局根据《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对该酒吧实施
按日连续处罚，罚金10.5万元，并对产生噪声可
能严重污染环境的音响设备予以查封，控制其噪
音污染源。

酒吧负责人对执法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表示
接受，并愿意配合执法人员做好噪音污染防控工
作，在营业时间内保证噪音排放不超过国家标准。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计思
佳 通讯员陈创淼 张丽珍）为推动社
会文明大行动深入开展，提升社区公
民文明素养，今天上午，海口市秀英
区在秀英大道兴海美食城综合广场
开展“时代新秀·领英生活”社会文明
大行动广场宣传活动。同时，秀英区
秀英街道文明大行动微信公众号“秀
秀跟你说”也于今日正式上线，市民

可通过该微信公众号将不文明行为
“随手拍”并上传。

据了解，本次宣传活动融入了文
化惠民、文明交通和环保三大内容。
活动现场，秀英区打造的具有海岛椰
城特色的IP形象“秀秀”首次亮相，并
为志愿者队伍授旗。九个可爱的“秀
秀”分别对应文明大行动中的文明教
育行动、文明交通行动、环境治理行

动、文明旅游行动、文化惠民行动、诚
信践诺行动、志愿服务行动、军民融合
行动、网络文明行动九大专项活动。

为构建与市民沟通交流的文明
窗口，广泛传递文明之风，秀英街道
文明大行动微信公众号“秀秀跟你
说”同步上线。该微信公众号包含市
民留言、志愿服务、随手拍、好人大家
说、秀秀说文明、社区大事、现场互

动、照片直播等10个栏目。鼓励市
民将身边的不文明行为，对城市管理
的建议通过留言、拍照的形式向街道
办反映。

海口市秀英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广大市民都积极参与到社会文
明大行动中来，通过一言一行传递文
明、倡导文明、践行文明，充分展现文
明新形象和新风采。

专科提前批平行志愿
投档分数线划定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叶润田）
2018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提前
批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今天划定。
广大考生和家长可登录省考试局网
站查看。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叶润田）
2018年我省专科提前批第一轮平行
志愿投档后，仍有部分学校生源不
足。为完成招生计划，省考试局决定
组织符合条件的考生征集志愿。

在8月8日上午11时前，考生

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的“专科提前
批征集志愿填报系统”，进行网上填
报征集志愿，逾期不填报的视为自
行放弃填报征集志愿资格。

省考试局提醒，档案处在“自由
可投”状态且投档成绩达到专科提前
批文史类、理工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的考生，均可自主决定填报专科提
前批相应科类的征集志愿；文化成绩
和专业成绩均达到专科提前批艺术
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艺术类考
生，可根据自己的艺术专业考试类别
和剩余计划表中的招生专业，自主决
定填报艺术类征集志愿。

档案处在“预录取”状态的考
生，高校已确定录取，考生不再填报
征集志愿，自行填报的征集志愿将
不再作为投档的依据。

专科提前批文史类、理工类和
艺术类（各专业）的剩余计划已在省
考试局网站公布。

海口绕城高速龙桥
互通匝道已通车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计思
佳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记
者今天从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了解到，此前海口绕城高速公路龙
桥互通三条匝道：南往西的三亚往机
场方向、南往东的三亚往洋浦方向、
北往西的海口市区往洋浦方向已于
7月5日恢复通车。海口绕城龙桥互
通剩余的两条匝道：东往北的机场往
市区、东往南的机场往三亚延期施工
的匝道目前已改建完成，并于今天
16时开放通行。

定安“8·8全民健身日”
活动启动

环河徒步 宣传环保

本报定城 8月 7日电 （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王兰兰）今
天上午，定安县2018年“8·8全民健
身日”绿色环河徒步行活动在该县潭
榄河休闲带举行启动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五禽戏、广场
舞、太极四十二拳、跆拳道等项目
轮番上演，还有一项重头戏，400
多人一字排开做广播体操，整个方
队整齐划一。启动仪式结束后，参
与者浩浩荡荡地沿着潭榄河堤徒
步绕行，全程大约 5 公里，耗时 1
小时。

“今天的徒步活动非常有意
义，有这么多人参与其中，小伙伴们
都劲头十足，潭榄河空气环境非常
好，平时也喜欢到这里散步，所以这
次全程走下来一点都不累。”参加徒
步活动的年轻小伙吴启礼说。

据了解，近年来，定安高度重视全
民健身活动，无论是场地还是健身项
目都迅速发展，在沿江公园、丹桂公
园、潭榄河堤等场地，广场舞、交谊舞、
太极、健身操等健身项目爱好者都随
处可见。此外，定安每年都会组织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让一些健身
爱好者同台竞技，在丰富文化生活的
同时，也能享受体育健身带来的健康
与快乐。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云蕾 严锐

鸟儿高空飞翔，是让很多人觉
得赏心悦目的自然风景，可在民航
人眼里，飞翔的鸟儿却异常地危险，
一旦撞上飞行中的飞机，后果不堪
设想。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内，有
一支驱鸟队，每天从凌晨4时半到第
二天的凌晨2时，坚守岗位，使出“百
般武艺”驱赶鸟儿，为美兰机场内的
飞机起降保驾护航，确保旅客出入
平安。

鸟击是威胁航空安全的重要因
素，也是航空三大难题之一，一旦飞
鸟撞到高速运行的飞机甚至是高速
旋转的发动机扇叶上，其产生的能
量相当于一辆小轿车高速撞向一道
坚固围墙，后果不堪想象。作为国
内重要的干线机场之一，美兰机场
每天有420架次以上的航班运行，驱
鸟作业成了保护机场内飞机起降安
全的不可缺失的重要工作。美兰机
场为此设立了专门机构来负责鸟害
防控工作。

“精灵的鸟儿人见人爱，可在机
场内，鸟儿大概是我们最不想见的
生物。”美兰机场飞行区管理部鸟防
专家韩天晖说，海南生态环境优异，
特别适合鸟儿生存，相对其他地区

的机场，美兰机场的鸟类活动频率
比较高。为此，美兰机场从环境治
理、鸟防设施设置、人工观测驱赶建
立三道防线，使出了“百般武艺”驱
赶鸟类活动。

据介绍，目前在美兰机场发现的
鸟类有108种以上，常在机场周边活
动的就有29种。驱鸟员要定期对飞
行区草地开展机械割草、土质碾压、清
理积水、喷洒除虫剂、投放灭鼠、蚁药
等，减少鸟类的食物链，降低机场对鸟
类的“吸引力”，还要对这些鸟类的生
活习性进行分析，从水源、食源、鸟类
栖息环境来阻绝鸟类的活动。

“啾啾！啾啾！嘎嘎！嘎嘎！”8
月6日中午，一辆橙黄色的驱鸟车在
美兰机场内绕圈巡逻，车顶上安装的
声控设备发出各种鸟惊叫、猎犬吠等
声音。“这套设备收集了几十种声音，
我们每天巡逻一看到有鸟儿过来，会
依据不同鸟种习性播放不同的声音，
希望能恐吓、欺骗到鸟儿，把它们驱
赶走。”美兰机场驱鸟主管袁显峰说。

声音威慑是美兰机场设置的鸟
防防控设备之一，在机场飞行区内，
还安装有驱鸟煤气炮、彩旗、拦鸟网
等等物理设施，从视觉、听觉上对鸟
类产生威吓。此外，还要通过洒放驱
鸟剂、氨水，以刺激性气味驱赶鸟类。

人工驱赶也是驱鸟员工作的重
头戏。在美兰机场跑道前端，设置着
鸟情观测哨，每天都有驱鸟员把守，
对跑道起降方向进行重点监测，观察
鸟类飞越跑道的情况时，便通过鸣
枪、播放声波进行驱赶。驱鸟员在工
作中，还要负责记录鸟类品种，进行
鸟类观察，收集数据分析，做好鸟类
迁徙的预警及防控。

随着科技进步，美兰机场还引入

了鸟情信息管理系统，搜集鸟、昆虫、
土壤动物的种类以及生活习性和食
物链等生态环境数据建立数据库，依
据数据分析实现多维度的精准预测，
助力驱鸟员有针对性地采取鸟情防
范措施，降低鸟击事件的发生概率，
有效地对鸟类和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护卫飞行安全，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与鸟类共享蓝天。

（本报海口8月7日讯）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驱鸟队——

使出“百般武艺”为飞机起降保驾护航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其他材料都准备好了，现在就
等盖章了！”8月7日下午，海口市公
安局琼山分局滨江派出所门口，外来
务工人员苏桂明为了递交孩子的入
学材料，在社区居委会和滨江派出所
来回跑了几趟。

“这份证明是社区开具的，盖有
居委会的红章。可学校让我们再找
派出所补盖个章。”苏桂明说。没想
到的是，滨江派出所却告诉苏桂明

“这章不能盖”。
滨江派出所一位民警告诉记者，

派出所负责公民的户口登记、人口管
理等工作，但对公民的实际居住情况
并不知情，因此无法开具证明和盖
章。“公民应到实际居住地社区（村）
居委会开具此类证明。”苏桂明打听
到“其他辖区的派出所可以盖这个
章”，却又无法求证，他愈加地疑惑和
焦虑起来。

整个下午，滨江派出所里熙熙
攘攘，挤满了大部分和苏桂明一样
的家长，大家的焦虑都集中在这张
盖不了章的居住证明上。同样是外
来务工人员，家长裴元就有些不理
解，“往年网格登记、水电费记录都
可以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地参
考证明，今年这些证明为什么都不
管用了？”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海口其他
辖区派出所，发现还有家长遇到了
其他的难题。家长吴喜珍向记者
抱怨道：自己的情况较为复杂，办
理居住证明时需要辖区管段民警
确认后，派出所才会同意盖章。“可

不巧，管段民警刚值完班，明天要
休假，电话里告知我得过两天再来
找他。”听到吴喜珍的话，不少家长
也凑过来告诉记者，自己也遇到了
类似的情况。

家长们都很苦恼：孩子上学不能
等啊。

每年一到入学季，外来务工子女

入学难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家长们
反映的问题基本一致：每年报名季都
要到派出所排长队办居住证明，这份
证明能不能早点办？派出所是否可
以在居委会开具的居住证明上盖
章？遇到管段民警休假、请假时该怎
么办？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今日也向海

口市公安局户政处进行了咨询。该
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办理居住证
需要凭居委会证明，说明派出所是认
可居委会证明的，派出所可以在居委
会证明上盖章；如果派出所对居委会
证明有异议，应主动调查核实。派
出所管段民警公休，所长应安排其
他民警接替，不应等管段民警回来

才办事。
此外，该负责人表示，近几年

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就
读海口中小学，均需要提供居住
证明，家长们可以提前前往派出
所办理，不一定等到报名高峰时
期再办。

（本报海口8月7日讯）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近入学，海口公安部门建议：

家长可提前办理居住证明

专科提前批院校征集志愿剩余计划公布

海口秀英微信公众号“秀秀跟你说”上线
市民可将不文明行为“随手拍”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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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7日，在海口市琼山区白驹学校，许多家长排队递交海口市2018年秋季中小学招生所备的纸质材料。 本报记者 张茂 实习生 陈婧 摄

8月6日，海口美兰机场，一只戴胜鸟被设立在机场旁的防护网困住，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解救。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三亚

男子盗窃电动车电池
被拘15日罚款1000元

本报三亚8月7日电（记者徐慧玲 梁君穷
通讯员罗佳）近日，三亚一男子因电动车电池损
坏，竟偷窃他人电动车电池，被车主抓现行。目
前，该男子已被三亚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8月3日凌晨0时6分许，三亚市公安局天涯
分局友谊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三亚湾路某酒店
附近抓住一个偷电动车电池的男子。经现场了解
情况后，民警将盗窃嫌疑人依法传唤回派出所接
受调查。

经调查，8月2日23时许，嫌疑人唐某国因为
自己的电动车电池损坏，便想要偷几个电动车电
池更换，于是他来到三亚湾路某酒店附近寻找下
手目标。当走到酒店电动车停放处时，唐某国观
察周围没人，认为是盗窃的好时机，便走到一辆红
色二轮电动车旁边，用提前准备好的工具撬开坐
垫偷取电池。当偷至第三块时，恰好被车主发现，
车主立即向周围呼喊“抓小偷”，周围的群众随即
与车主一同联手将唐某国控制并报警。民警到达
现场后，当场扣押了唐某国用于作案的工具以及
被盗的3块电动车电池。

经询问，违法行为人唐某国（男，51岁）如实
陈述其盗窃的违法事实。目前，三亚警方已依法
将唐某国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

琼海

一娱乐会所涉毒
被执行“一次性死亡”

本报嘉积8月7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冼
才华）近日，琼海警方快速查处两起容留他人吸毒
案件，查获涉毒人员6人，对涉毒的金凰娱乐会所
执行“一次性死亡”。

7月2日上午，有群众报称，7月1日晚有人在
琼海市金凰娱乐会所喝酒造成身体不适，已送琼
海市人民医院救治。接报后，琼海警方立即行动，
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李某征（男、琼海市长坡镇
人）、孔某胜（男、琼海市长坡镇人）在6月底至7
月初先后2次组织并容留吸毒人员符某某、陈某
某、邢某某、杨某某（均为琼海市人）在不同地点吸
食毒品。其间，第一次在李某征居住的出租屋内
吸食毒品；第二次在金凰娱乐会所包厢内喝酒并
吸食毒品，造成3名吸毒人员身体不适。

其后，3名吸毒人员被送往琼海市人民医院
抢救、治疗。杨某某于7月2日上午10时许因抢
救无效死亡，符某某于7月9日因医治无效死亡，
陈某某经治疗康复出院。

琼海警方已对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的犯罪嫌疑
人孔某胜、李某征依法刑事拘留，并联合文体、工
商等部门对存在监管不严等问题的涉毒娱乐场所
——琼海市金凰娱乐会所执行“一次性死亡”，责
令停业并提请相关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对相关
吸毒人员作出行政处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针对以上涉毒问题，连日来，琼海警方联合文
体、工商等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全市娱乐场所清查
整治力度，部署基层派出所、禁毒、治安等部门强
化吸毒人员动态管控，对易发生涉毒问题的场所、
地域加大治安巡逻查控力度，深入推进打击零包
贩毒行动，不间断地清理毒品地下销售、消费市
场，推动全市禁毒三年大会战“严整”工程扎实开
展。同时，联合各职能部门、各镇进一步强化禁毒
宣传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