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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修复多条水毁道路
累计修复路面42427平方米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
报记者9月4日从海口市市政局获悉，受台风“贝
碧嘉”连续降水影响，海口部分超年限使用的道路
出现坑洼破损现象。台风结束后，海口市市政局
已启动龙昆南路（南段）、凤翔西路、红城湖路、中
山南路、海榆大道、滨江路、长堤路、和平大道、碧
海大道、海甸五东路、文明中路、文明东路（西段）、
白龙南路（上坡段）、龙昆北路、滨海大道（东段）、
金龙路、国贸路（玉沙路）、海榆中线、秀英大道、海
港路等道路的修复工作。

9月3日晚，海口市政工程维修公司派出应急
抢修队伍，出动维修人员213人，投入机械设备98
辆，连夜对白龙南路北往南方向（海鲜第一家酒楼
至海府路口段），龙昆南路（白坡里路口至温泉酒店
段），红城湖路（龙昆南路口至环湖路口段），粤海大
道（滨海大道至火车站段）等4条道路进行夜间路
面施工，避免白天施工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截至9
月3日晚12：00，已累计修复路面42427平方米。

榆亚路频繁修路？

三亚市住建局回应：
路面不平需升级改造

本报三亚9月4日电（记者梁君穷）近日，有
三亚市民反映城区主干道榆亚路频繁修路，影响
交通出行。三亚市有关部门回应称，榆亚路正在
进行路面升级改造，下一步将在确保工程质量安
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争取早日还路于民。

海南日报记者9月4日下午在三亚市民游
客中心至大东海国际购物中心路段看到，前几
日开挖的路面如今已经铺上了新沥青。除了
几处围挡外，没有太多的设备在路面上，虽然
还未标线，但对此路段的交通影响已不大，车
辆通行基本顺畅。

虽然目前修路对这段路的交通影响已经不
是很大，但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发现，附近的不少
市民心中依然有疑惑：“为何这几年总是看见榆
亚路在修路？去年挖过的道路今年又要挖？”对
此，三亚市住建局解释称，2014年、2016年、
2017年对榆亚路进行破路施工是因为内涝和排
污问题，分别修建了雨水主管和污水主管。多
次破路施工导致榆亚路出现了路面不平及其他
一些影响通行的现象，为方便市民出行，今年8
月份启动了榆亚路路面升级改造工程。

据悉，榆亚路路面升级改造工程项目共包
括两段：三亚大桥至警备区3号门段和警备区
3号门至红沙污水处理厂段。

百姓难题 政府帮忙

社会爱心团体捐资100万元

琼中黎母山学校建起
爱心教学楼

本报营根9月4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陈
泽如）9月3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学校
举行“文祥树人”爱心教学楼落成典礼，教学楼由

“树人建树人爱心计划”代表团爱心人士捐资100
万元、琼中县政府配套资金157万元共同兴建，于
2017年7月开工，2018年7月竣工。

“树人建树人爱心计划”的发起人是越南岘港
树人学校的校友，多年前他们跟着父辈从中国各
地到越南岘港，2009年起，全球树人学校的华人
校友通过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树人
建树人爱心计划”。

黎母山学校校长吕晓宝说，感谢社会爱心团
体对琼中山区学校的支持，今后将不断提高教学
水平，打造高效课堂，提倡学生互助友善，用优异
的成绩回报社会。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符王
润）海南日报记者9月4日从省卫生
计生委获悉，省卫生计生委与省食药
监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全省疫苗
的流通全过程管理和预防接种管理做
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在疫苗流通全程管理方面，《意
见》指出，要全面实行疫苗集中采购。
第一类疫苗由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
责制定使用计划，报省卫生计生委核
定后，通过国家或省级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实行网上集中采购。第二类疫苗
由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我省疾病

监测信息和防病需要，组织开展第二
类疫苗的评价、遴选，提出第二类疫苗
使用品目建议，经省卫生计生委核定
后，由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在省
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行网上集中招
标采购，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
中标的疫苗生产企业网上下单订购后
供应给本行政区域内的接种单位。接
种单位不得直接向疫苗生产企业购买
第二类疫苗。因传染病暴发流行或疫
苗供应短缺等，需要对部分疫苗实行
应急采购或调拨的，经省政府同意后
由省卫生计生委组织执行。

《意见》同时要求，要严格规范疫
苗销售行为。疫苗生产企业在销售疫

苗时，应当提供由药品检验机构签发
的生物制品每批检验合格或者审核批
准证明复印件，并加盖企业印章；销售
进口疫苗的，还应当提供进口药品通
关单复印件，并加盖企业印章。

在疫苗配送环节，《意见》指出，疫
苗生产企业按照采购合同可直接向县
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配送第二类疫
苗，或者委托具备药品冷链运输条件
并在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备案的企业配
送。接受委托配送第二类疫苗的企业
不得再次委托配送。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负责组织第一类疫苗的领取和分
发工作，并保证全程冷链运送至市、县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在预防接种方面，《意见》要求要
合理设置接种单位，各市、县（区）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要根据本行政区域具体
情况，合理设置接种单位，保证预防接
种服务的可及性。原则上，城镇地区
每个街道至少设置1个预防接种门
诊，服务半径不超过5公里，实行按日
（每周≥3天）预防接种；农村每个建制
乡镇至少设置1个预防接种门诊，服
务半径不超过10公里，实行日、周（每
周1～2天）预防接种。对于偏远、交
通不便地区，要探索通过乡镇卫生院
流动服务，提高预防接种的可及性，保
证预防接种质量。

为了不断加强监督管理，《意见》

要求省卫生计生委要加快推进全省疫
苗冷链监控及追溯信息平台项目建
设，构建以疫苗电子监管码为核心，实
现各级机构疫苗运输过程、储运环境
和接种过程的智能监管，建立精确到
最小包装单位生产、储存、运输、使用
全过程疫苗追溯体系。

《意见》还要求，各市、县（区）要严
格按照第二类疫苗采购价格、接种服
务费等相关收费标准抓好贯彻执行。
卫生计生和价格主管部门要根据职责
分工，加强对第二类疫苗价格的监督
检查、监测和舆论引导，及时查处疫苗
生产、流通企业和接种服务单位违法
违规行为。

我省将全面实行疫苗集中采购
接种单位不得直接向疫苗生产企业购买第二类疫苗

本报八所9月4日电（记者张惠
宁 通讯员符志高）自今年8月2日下
发关于《东方市河湖“清四乱”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以来，东方市河长制办
公室、水务、环保、公安等部门及各乡
镇政府统一行动，对河湖“乱占、乱
采、乱堆、乱建”摸底调查已完成，对
发现的“四乱”问题将集中整治，维护
河湖健康。

为落实水利部关于在全国范围

内对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河湖管
理保护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清理整治
行动的决定和海南省政府关于海南
省深化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行动
计划，东方市开展了河湖“清四乱”专
项行动。

专项行动发现：在北黎河翻板闸
下游30多米处已报废的漫水桥尚未
拆除，阻碍行洪，影响水环境；高坡岭
水库库区内存在多处养鸭、养鹅场，侵

占水域，污染水体，虽已下通知要求整
改，但多数养殖户仍在饲养。

全市查出6处非法采砂点，在板
桥镇政府、水务局、公安局旅环大队
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查出分布于各
村庄的非法囤砂点18个，调查取证
工作正在进行。

各乡镇摸查出多处河道存在乱
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及杂木现象。

在八所镇，利群洗车场建在中心

排水沟边，洗车污水直排到河道内，
市水务局水政监察大队已下发整改
通知书，但尚未整改；西湖周边存在
乱建现象。

东方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对于这些问题，将按照《东方市河湖

“清四乱”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督促
有关部门限期整改，并加强监督检
查，确保“清四乱”工作落到实处，以
保护好水生态环境。

东方将集中整治“四乱”，维护河湖健康

乱占乱采乱堆乱建，一个都别想“跑”

本报文城9月4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近日，省政府督
查室向文昌市反馈群众在国办督查
室举办的“我为大督查提建议”活动
中反映竹朗水库大面积网箱养殖污
染水源等问题，对此，文昌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立即组织调查核实，并
决定用3天时间对竹朗水库非法养
殖行为进行专项整治。

竹朗水库位于文昌市文城镇附
近，所属水系为文昌江，是一宗以灌
溉为主、兼有防洪等综合效益的重要
小型水利工程。水库正常蓄水位15
米，相应库容660万立方米，水库设
计灌溉面积6000亩。

2017年8月，文昌市水务局在巡
查中发现，竹朗水库库容内存在非
法放置网箱养殖和放养鸭鹅群的情
况后，会同文城镇政府下发《全面清

理水库放养鸭鹅群及设施专项整治
工作公告》，限期自行搬迁。随后，
经做思想工作，相关养殖户自行搬
离。但后因监管不到位，养殖问题
有所反弹。

今年8月20日，文昌市政府收到
省政府督查室转来《“我为大督查提
建议”涉及文昌市的群众留言—竹朗
水库库容内网箱养殖造成污染》，文
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连夜部署
整改整治。随后，由文昌市水务局牵
头，组织市生态环保局、市海洋与渔
业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城镇、潭
牛镇等部门现场调查，研究讨论竹朗
水库整治方案。经实地核实，在该水
库进行网箱养鱼的共有16户111口、
沉箱养鱼2户31口、禽类养殖（含周
边）5户。

9月1日，整治工作组进村驻户，

夜以继日开展群众思想教育和法制
宣传工作，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18
份。同时，相关部门一边组织专业水
产品销售公司与养殖户洽谈收购工
作，帮助渔农销售水产品，最大程度
降低渔农损失；一边组织专业测量队
和专业拆迁公司分别对养殖户网箱
面积进行实地丈量和拆除。全程邀
请市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参与监督，做
好司法公证提存。

与此同时，文昌市水务局党组对
履行监管不力的竹朗水库库长何荣
辉作出免职处理。

在强大的政策和法制宣传下，
各养殖户均愿意配合。9月 2日下
午，海南日报记者在竹朗水库看
到，一些养殖户正在对网箱中的鱼
进行捕捞，一些已经清理完的网
箱，则由工作人员进行拆除。而另

一边，鸭子养殖户也在清理自家养
殖的鸭子。

截至目前，竹朗水库非法养殖网
箱等已拆除清理完毕。文昌市政府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文昌将加
强竹朗水库日常巡查和监管，杜绝此
类违法行为再次发生。同时，坚持长
短结合原则，邀请专业水污染治理公
司编制水库生态综合治理方案，启动
综合治理。

“市政府将举一反三，对全市水
库进行大排查，制定整治方案，强化
水库日常巡查管护，对违法养殖、违
法侵占等进行专项整治，严格依法执
法处置到位。同时，加大宣传引导，
进一步加强12345热线、举报电话等
群众投诉受理反馈和整治工作，构建
生态环境保护全社会齐抓共管机
制。”该负责人表示。

文昌专项整治竹朗水库非法养殖
非法养殖网箱等已拆除清理完毕,水库库长被免职

海口首条直飞广东惠州
低票价航线明日开通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颜灵峰）海南日报记者9月4日从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获悉，9月6日，海口直飞广东惠州的首条低
票价航线将正式开通，为往返两地之间经商、旅
游、探亲的旅客提供更便捷、实惠的选择。

据了解，新航线由九元航空全新波音737-
800型飞机执飞，每日往返各一班。去程航班
AQ1078，21：15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起飞，22：
35抵达惠州，回程航班AQ1077，18：55从惠州起
飞，20：15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海口市监察委办理第一案

海口城建集团
原董事、总经理胡兆澍
受贿246万元获刑4年半

本报海口9月4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毛雨佳 蔡莉）近日，海口市
龙华区人民法院对海口市城建集团有
限公司原董事、总经理胡兆澍受贿一
案进行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万元，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246
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据悉，
该案是海口市监察委成立后办理的第
一案。海口市监察委、龙华区纪委、街
道办、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及部分公
司代表等98人到场观摩庭审。

经审理查明，胡兆澍2008年至
2017年期间，先后任职海口市城建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
理、总经理、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其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在工程建设、工程款拨付等方面为
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分多次收受海南某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刘某、海南某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邹某、工程施工方符某
等13人贿赂款，共计人民币246万元。

龙华区法院认为，胡兆澍身为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
受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予惩处，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宣判后，胡兆澍
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商铺钢筋掉落扎伤行人

文昌紧急排查
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文城9月4日电（记者李佳
飞）海南日报记者9月4日从文昌市有
关方面了解到，当日7时30分许，家住
文昌市文城镇紫贝岭的陈阿婆买菜回
来经过文南老街108号门前时，被从
上面落下的钢筋插中头部，经紧急送
往文昌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目前伤
势稳定。

事件发生后，文昌市文城镇领导
第一时间赶往医院看望慰问陈阿婆，
并先行垫付医药费。随后，文昌市
委、市政府责成文城镇政府对文南老
街商铺进行全面安全隐患排查，登记
受损情况，对安全隐患进行紧急排
除，保障市民游客出行安全。目前，文
昌市安监、住建等部门正在对事故原
因进行调查。

跟踪交通局执法人员通风报信

三亚一男子
被行政拘留

本报三亚9月4日电（记者徐慧
玲 通讯员罗佳）近日，一男子多次跟
踪交通局执法人员工作车辆，并向非
法营运者通风报信，阻碍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海南日报记者
9月4日从三亚市公安局获悉，目前涉
事男子刘某义已被三亚警方依法行政
拘留10日，罚款500元。

据了解，9月2日11时许，三亚市
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海棠湾执勤组接
到三亚市交通局报警，称在执法过程
中，发现有一辆车牌为琼BJ**68的白
色小轿车一直跟踪执法车辆，并将车辆
的轨迹信息向外泄露，致使执法工作无
法正常开展。当白色轿车跟随执法车
辆行驶至海棠广场时，被交通局工作人
员当场控制。

经询问，刘某义（男，54岁）如实
陈述了其为获取利益，多次在三亚市
海棠区江林村大桥处蹲点望风掌握交
通局工作人员行踪，并将情况通风报
信给非法营运老板和司机，导致交通
局工作人员多次抓捕非法营运车辆行
动失败的事实。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荣登“中国慈善信用榜”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8中国慈善信用
榜”发布会9月3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发布了中国
首份慈善信用榜单，此次共上榜60家“筹款型”慈
善机构，其中包含30家“民间筹款型慈善机构”和
30家“公办筹款型慈善机构”。海南成美慈善基
金会荣登“中国慈善信用榜”30强。

据悉，此榜单由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和
北京易善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完成，前者是国
内最权威的慈善行业研究团队之一，提供了算法
等学术支持，后者是专业的信用管理公司，创始团
队在慈善数据领域有超过十年的经验，负责榜单
的数据采集及计算，两者都属于独立的第三方，保
证了榜单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近日，在海口市美兰区和邦路，一位“画家”正在斑马线上作画。
原本白色平行粗实线斑马线变成了一幅“海豚畅游海中”的美丽画卷
（上图）。原来，这是海口有关部门施划的试点3D立体斑马线，主题
为“海洋世界”。

据了解，3D斑马线与原本的白色平行粗实线斑马线不同，其特
点是色彩丰富和明艳，呈现3D立体效果（右图）。

记者从海口有关部门了解到，3D立体斑马线鲜艳的色彩，逼真
的立体画面感，更加突出斑马线的立体感，提醒司机礼让行人，减少
交通事故的发生。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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