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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首个智慧街区上线

“百里嘉”
影响减弱

智能手环一键按 贴心服务马上来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特约记者 梁崇平 通讯员 刘继雯
“这
‘手表’太方便了，
一键按下去
就能找到社区工作人员，没家人在身
边也不怕了。”这两天，海口市美兰区
海甸街道新安社区的孤寡老人王大爷
总是乐呵呵的，逢人就介绍海甸街道
工作人员给他免费配发的智能手环，
不仅能一键呼救和通话，还能实时了
解老人的心率血压及位置，方便工作
人员发现问题及时救助。
9 月 11 日，海口市首个智慧街区
——
“海甸智慧街区”上线后，海甸街
道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集成应用，在辖区范围内安装
了烟雾传感器、井盖传感器、噪音监测

器、水质监测器和智能手环等 559 个
设备，将城市管理预警、监测和监控端
口进一步前移，利用大数据平台加强
城市管理。

围绕居民关心的
五大问题建设
12 日上午，记者来到“海甸智慧
街区”的枢纽——海甸街道“12345+
网格化”联动中心，看到中间的三块大
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
“智能街区”
的各
种情况，包括噪音波动、井盖状况、孤
寡老人健康指数等。
“平常工作中，我们发现城市管理
存在许多隐患点，比如电动车棚易发
生火灾、暴雨天气井盖发生位移对居

民出行十分不利，同时居民对噪音干
扰、水质安全、孤寡老人居家养老等方
面也非常关切。”海甸街道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林赟告诉记者，
如何能
快速发现、解决居民关心的问题，
一直
是街道办日常工作中努力的方向，今
年 5 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街道
办决定紧紧围绕居民关心的五大问题
建设智慧街区。

实现了
远程烟雾监控和报警
“智慧街区里的每一个传感器设
备都有一颗小小的‘心脏’，与海甸街
道‘12345+网格化’联动中心相连。”
海甸街道物联网项目负责人顾俊夫介

绍道，
传感器的
“心跳”
如果正常，则表
示正在工作。如果“心跳”加速报警，
则意味着监控的位置出现了问题，我
们将派出网格员进行核实。核实后如
无问题，则网格员拍照传回办结；如发
现问题，则立即调度相关部门和人员
进行处理。
“如新装的烟雾传感器，
之前电动
车充电期间如意外着火后，往往无法
及时发现和报警，一直是社区管理的
一大难题。
”
海甸街道办副主任刘继雯
说，街道办根据辖区电动车棚分布情
况，经过现场走访和调研，在 55 个小
区的电动车棚安装了 477 个烟雾传感
器，现在已实现远程烟雾监控和报警，
一旦出现警情就能立即响应，为及时
灭火争取宝贵的时间。

未来将更多
政府事项纳入其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除了烟雾传
感器，
海甸街道办还在辖区内容易被暴
雨冲走的井盖，
噪音投诉较多的商圈和
工地，
以及海甸溪、横沟河、鸭尾溪、白
沙河等水体安装了传感器和监测器，
对
其实时监控。还对街道的 30 位孤寡老
人、失独老人免费配发了智能手环，为
辖区居民提供安全、
便利的安居环境。
“下一步，
海甸街道将继续依托物
联网技术，不断完善智慧街区的建设，
将更多政府管理的事项纳入其中，进
一步提高社区治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
水平。
”
（本报海口 9 月 13 日讯）

黑龙江“候鸟”老人
三亚捐献遗体与眼角膜

我省将对130万学生
进行眼疾病筛查

本报三亚 9 月 13 日电 （记者孙
婧）因患晚期胃癌，于 9 月 13 日在三
亚病逝的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县人张
继红，
依照自己生前的意愿，将眼角膜
与遗体捐出。生前，她热爱着
“到处都
是鸟语花香”的三亚，
身后她将自己全
部献给这片居住了两年的土地。
9 月 13 日下午 16 时许，海南眼科
医院的医生在三亚为张继红实施了角
膜摘取手术。随后在太平间里，家属
们为张继红举行了简单的纪念仪式。
长达 9 个月与病魔抗争的日子，
对张继红与家人来说，即是一场漫长
的告别，也是对遗体器官捐献之大爱
耳濡目染的传递。现场受到震撼的亲
友们，有不少人表达了今后捐献遗体
器官的志愿。

9月12日，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民族思源实验学校，
医护人员
认真地开展学生眼疾病筛查工作。
据介绍，海南省学生眼疾病
筛查项目计划在 2018-2019 两
年间，为全省范围内的幼儿园及
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含民办）
学生提供眼疾病筛查，其中 2018
年计划筛查 60 万人，2019 年计
划筛查 70 万人。
各市县筛查对象覆盖辖区内
3-15 岁的儿童、青少年。项目要
求学生眼疾病初筛率要达到
90%，复筛率达到 80%；学生眼
疾病复筛档案建档率达到
100%；学生眼疾病复筛阳性的个
案随访率达到 80%。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为逃避检查

海口一黑车
冲撞执法车辆
本报海口 9 月 13 日讯 （记者郭
萃 通讯员王南）9 月 13 日下午 2 时许，
在海口秀英西站附近兵工大酒店对面
路段，
一辆涉嫌非法营运的黑车为了逃
避交通执法人员检查，
不顾车上人员和
路面交通安全，
强行冲撞执法车辆后逃
逸。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队将与
交警部门联合，
采取
“零容忍”
的措施进
一步调查处理。
在今天下午的巡查中，
该支队队员
看到 1 名拉客仔带着 2 位女乘客和 1 名
小孩向兵工大酒店方向走，
随后乘客上
了一辆车牌号为琼A69T61的黑色小轿
车。执法人员回忆，
他们将执法车停在
该车右前方，
准备下车了解情况，
然而该
车司机一看到执法人员，
突然向后倒车
两三米然后加油强行挤着执法车辆逃
跑了，幸亏执法队员及时闪躲，
不然很
容易出事故。
这种为了逃避执法检查横冲直
撞，不顾车上乘客和路上行人安全的
行 为 是 非 常 危 险 的 ，也 是 非 常 恶 劣
的。该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该支队将与交警部门联合，找到该车
和当事司机，作进一步调查处理。该
支队相关负责人还呼吁，乘坐黑车无
法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希望
广大市民乘坐合法合规的车辆出行，
不要图一时方便而酿成严重后果。

省一中院通报“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进展情况

4000多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本报海口 9 月 13 日讯 （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屈江华）今天上午，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
会，向社会通报“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进展情况，并公布 10 个执行典
型案例。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11 日，省一中院及辖区法院共受理
各 类 执 行 案 件 27659 件 ，占 全 省 收

本报海口 9 月 13 日讯 （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
兰）9 月 12 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民警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中，查获
一起无证驾驶轻型普通货车案件，无
证驾驶人柏某强被处以行政拘留 5
日、罚款 1600 元的处罚。
据了解，12 日上午 8 时许，海口
市秀英大道与秀华路交叉口发生一起
两车追尾交通事故。执勤民警接到信
息后立即到场处理，在要求双方驾驶
人出示驾驶证、行驶证时，车牌号为琼
A39A31 轻型货车驾驶人柏某强（男，
48 岁）表示自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执勤民警立即将其带回交警支队
办案区做进一步调查。
经核查，柏某强未取得机动车驾
驶资格属于无证驾驶，而该起事故正
是由于其驾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而导致。
目前，该起事故正在依照程序办
理当中。
■■■■■

案总数的 25.46%。执结案件 22757
件，综合结案率 82.27%，执行到位金
额 36.12 亿元。
据了解，2016 年以来，省一中院
及辖区法院紧紧围绕“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目标任务，攻坚克难，锐意进
取，以“执行大会战”
“ 利剑行动”
“夏
季风暴”等专项行动为依托，逐步完
善执行工作机制，落实财产报告制

度、失信惩戒制度、联动执行制度。
截至今年 9 月 11 日，共对 186 名被执
行人采取拘留措施，罚款 91 万元，对
18 人限制出境，对 9717 人采取限制
消费措施，将 4686 人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报拒执罪 3 宗，执结涉民
生、涉军、涉党政机关案件 2402 件，
司法救助 337 人，救助金额达 637.46
万元。

当天新闻发布会上还公布了 10
个执行典型案例，从多个角度反映了
执行工作。
据 悉 ，2018 年 是 攻 坚 执 行 决
胜之年，省一中院及辖区法院干警
将继续加大执行力度，不断完善各
项 执 行 措 施 ，建 立 长 效 机 制 ，确 保
顺 利 完 成“ 基 本 解 决 执 行 难 ”各 项
目标任务。

五指山法院与“今日头条”
合作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弹窗曝光 让
“老赖”无所遁形
本报五指山 9 月 13 日电 （记者
贾磊 通讯员王烁）近日，五指山市人
民法院与移动互联网终端“今日头
条”合作，利用大数据精准定位，以被
执行人住所地位置为圆心，有针对性
地把其失信信息在其所在地周边弹
窗曝光，对督促失信被执行人及时还

款起到了极好的推动作用。
“目前，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互
联网平台可以精准定位到相关当事
人的方位，把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
以其住所地 10 公里为半径，向周边
手机客户端用户直接推送。周边用
户在手机上接收到弹窗推送后，点开

就能看到失信被执行人的高清头像、
姓名、所在地、债务金额、执行依据、
案由以及案情简介等信息。”该市法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被推送的周边手
机用户若知道被执行人行踪或财产
线索，便可直接联系五指山市人民法
院进行举报。

据悉，此次五指山市人民法院与
“今日头条”
合作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信
息，是五指山法院又一次执行创新。
下阶段，五指山法院将继续分批投放
曝光被执行人信息，全力打造全方位
的组合拳，
织就天罗地网，
让那些拒不
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无所遁形。

“百家企业安全行”活动走进东方

无证驾驶发生追尾事故
海口一司机被拘留5日

本报海口 9 月 13 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魏安妮）随着台风
“百里嘉”
的影响减弱，琼州海峡
自 13 日 15 时起恢复通航，海南进出岛列车也随
之逐步恢复运行，
具体开行情况如下：
9 月 12 日北京西开往三亚方向 Z201 次恢复
运行至三亚站，9 月 13 日三亚开往北京西方向
Z202 次恢复三亚始发；
9 月 12 日长春开往三亚方向 Z384/5 次恢复
运行至三亚站，9 月 14 日三亚开往长春方向 Z386
次恢复三亚始发；
9 月 12 日上海南开往海口方向 K511 次恢复
运行至海口站，9 月 13 日海口开往上海南方向
K512 次恢复海口始发；
9 月 12 日哈尔滨西开往海口方向 Z114/1 次
恢复运行至海口站，9 月 13 日海口开往哈尔滨西
方向 Z112 次恢复海口始发；
9 月 12 日郑州开往海口方向 K457 次恢复运
行至海口站，9 月 14 日海口开往郑州方向 K458
次恢复海口始发。

万宁查处28座
熏制槟榔加工作坊

患胃癌去世

所幸无人伤亡

琼州海峡恢复通航

强化意识红线 守住安全底线
“百家企业安全行”
本报八所 9 月 13 日电 （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李金波）由省安全
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 2018 年全
省“百家企业安全行”活动 9 月 6 日走
进东方市。活动组织了有关媒体与
省安委办和省安监局组成的检查组
一同深入东方 5 家企业，涉及油气化
工、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等行业领域，
共同关注安全生产工作。
6 日上午，安全行工作组首先来
到海南八所港务有限责任公司第二
装卸区。八所港濒临北部湾，属于
国家一类开放口岸，与全国沿海各
港以及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通
航贸易往来，是环北部湾经济圈主
要贸易港口，目前已形成集装卸、运
输、仓储、配送等为一体的物流运输
服务链。

由于人员和货物密集，安全生产
工作至关重要。在港口生产领域，检
查组要求加强港口作业和港口危险
货物储罐安全专项整治，强化对港口
危险货物装卸、存储作业设施设备的
监督检查，加强对重要航道导助航设
施的维护和巡查。
此外，检查组要求工作人员时刻
谨记 2016 年 10 月 20 日发生在该港
区内的闪爆事故，并对整改后的生
产、储存、运输、检维修环节开展全面
检查，督促企业全面做好隐患排查治
理，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全面优
化安全生产状态。
“危化码头服务管理，前提就是
安全生产。我们将岸上安全管理工
作延伸到船上，于 2017 年成立船岸
检查部门，控制船上所有违规行为，
有效杜绝了码头的外来风险。”海南
八所港务有限责任公司第二装卸区

总经理黄东介绍，港口有管理人员不
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有效处置，
严格把控，
确保危化码头安全生产。
随后，安全行工作组来到位于东
方市工业园区的中海油东方石化有
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消防队正在
与东方市消防特勤中队联合进行消
防实地演练。在当地消防部门的指
导下，公司 40 名消防队员熟练地使
用各种消防设备进行灭火扑救。得
到检查组一致肯定。
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史春波向记者介绍道：
“安
全是最大效益，我公司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并逐年完善。加强员工
的安全培训，加大安全投入，毫不松
懈进行日常安全隐患排查。”
6 日下午，检查组来到八所镇的
东方碧桂园东方之珠项目建筑工
地。现场设置的安全教育讲评台正

■■■■■

在滚动播放各类施工安全注意事项
和案例。
“每天工人上下班期间，我们都
会分工种宣讲安全知识。通过播放
触目惊心的事故案例，提升工人自
我 保 护 意 识 ，扭 转 常 规 性 违 章 行
为。”该项目安全总监朱永富向检查
组介绍，公司一直注重强化红线意
识，促进安全生产，旨在将工人的被
动安全意识转为主动安全意识，提
升工人安全素养。
6 日 当 天 ，检 查 组 还 分 别 来 到
东方市东汇、蓝海湾项目施工工地、
东方德昌飞烟花爆竹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实地检查，检查组要求企业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安全
生产红线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切实把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
处，促进东方市安全生产形式持续
稳定发展。

摧毁土灶429个

本报万城 9 月 13 日电 （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
鹏）9 月 13 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获悉，
9
月12日，
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公安部门、
长丰镇政
府等多个部门联合行动，
在该市长丰镇黄山村、
福田
村依法查处28处槟榔黑加工点，
强制拆除用于熏制
槟榔的土灶429个，
总面积达到2950平方米。
据悉，
当天上午，万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亲自
带队，
多个部门联合行动，
在该市长丰镇黄山村、
福
田村开展打击传统土法熏制槟榔的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过程中，
部分熏制槟榔的加工坊土灶台上
仍存留加工过后剩余的槟榔，
灶上仍冒着浓烟，
熏烤
的木材、
木料及加工工具散落一地。为防止非法加
工点负责人继续点火生产，
执法组通过在加工坊现
场拉起警戒线，
清理屋内物品及确保人员安全撤离
后，
使用挖掘机对熏制槟榔的土灶进行强制拆除。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该市将
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保持对烟熏烘烤槟榔的加工
作坊打击高压态势，依法强制取缔拒不自行灭火
停止生产与继续采用传统土法工艺烟熏烘烤槟榔
的加工点（户），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依照
《环境保护法》追究加工点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保
护自然生态环境和市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万宁投用落地自助签注一体机

5分钟搞定
港澳台团队游通行证签注
本报万城 9 月 13 日电 （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
小静）9 月 12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获
悉，为加快推进出入境领域
“放管服”改革，
提高港
澳通行证办理效率，该市在火车站正式投用港澳
自助签注一体机，该机器具备港澳再次签注办理
功能，支持现金、微信扫码支付等，手持卡式电子
港澳通行证的省内居民通过该机器办理赴港澳旅
游签注仅需5分钟，
可实现即签即走。
值得注意的是，
自助签注一体机目前仅可实现
港澳团队旅游签注，
个人旅游、
商务、
探亲等签注还
需到出入境管理服务大厅办理。此外，
要实现港澳
签
“立等可取”
有两个前提：
一是必须是电子卡式港
澳通行证，
本式的通行证暂时不能自助签注；
同时申
请人员必须是非国家机关报备人员，
一些需要经过
单位审批的人员在此机器上无法当场办理。
万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港澳自助签注一体机的立即签注功能，
免除了
申请人填写申请表格、二次到现场、排队缴费等繁
琐步骤，为群众申请港澳个人游再次签注提供了
更高效、快捷、便利的服务。此外，本省居民在外
地想要办签注只需寄回卡式电子港澳通行证由亲
友持卡到自助签注一体机前即可快速办理。

海口城西镇91名残疾人
领取免费辅助器具
本报海口 9 月 13 日讯 （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通讯员熊成智）9 月 12 日上午，海南省残疾
人辅具中心和海口市残联走进龙华区城西镇，举
办
“关爱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走进城西”
活动，为
有辅具需求的 91 名残疾人免费发放轮椅、义肢、
助听设备等辅助器具。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为
未取得残疾人证的群众进行功能障碍评估，帮助
他们申领残疾人证。
“城西镇持证残疾人有 300 多人，活动前夕，
我们已经将通知到每一位残疾人，今天到场领取
辅具的有 91 人。”龙华区城西镇委副书记熊立新
表示，辅助器具对残疾人脱贫致富的作用十分明
显，有劳动需求的残疾人想要就业，想要融入社会
生活都离不开辅助器具。
“此次活动向城西镇的残
疾人发放了 150 件辅助器具，价值 15 万元，希望
残疾人朋友能够早日融入社会，过上更充实、更有
意义的生活。
”熊立新说。
海南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主任梁云介绍，
近
两年，
海南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组织开展了
“关爱
残疾人，
精准康复服务下乡”
系列服务活动，
到16个
市县边远乡镇为当地贫困残疾人开展听力检查、
听
力残疾鉴定和辅助器具适配等活动。2018 年上半
年累计为我省2000 名成年听力残疾人提供了听力
检査服务，
为 3544 人提供评估适配服务，
适配各类
铺具3841件，
给残疾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