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袁宇

10月1日8时许，当大家欢度国
庆假期时，在万宁市坡头港，身着制服
的万宁市海洋与渔业监察大队执法人
员何声郁与蔡克辉正在港区内来回巡
逻，每当有船进出港时，两人都会对船
上的人数、装备进行清点、核对。

“一般出海作业的渔船载有两三
人，而出海从事旅游经营的小渔船会
载上十来个人。”何声郁对海南日报记
者解释道，当地的渔船小，出不了外
海，而如果一艘小渔船上载着十来个

穿救生衣的人，那多半是出海非法旅
游的渔船，“我们会马上制止，并且移
交给相关执法部门进行处理。”

万宁市辖区内有不少无人岛屿，
一些“黑导游”会非法组织游客登岛旅
游。为了保护无人岛的生态环境不受
破坏，万宁市在乌场港、坡头港、新群
湾等重点区域共设置了9个执法检查
点，派驻执法人员进行检查。

除了巡逻港区外，何声郁与同事还
得时刻关注海面上的情况，密切注意

“防区”内每一艘船的航向，或留意路过
的渔船是否存在非法载客旅游的情况。

“防止有的船分散运客，或从其他
区域载客进港区下客，同时也能关注
出海作业的渔船状况，如果有险情我
们能及时救援。”何声郁透露，当发现
海面上有可疑船只时，他们会出动执
法艇进行检查，如若属实则会将其带
回港区处理，“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有
同志在重点岛屿上巡查，我们会互通
消息，互相配合，提高执法效率。”

时间临近12时，看到一艘渔船驶
入港口，何声郁连忙和同事靠过去进
行检查，他说，“我们的工作越细致，越
能有效保护无人岛的生态环境。”

当天12时许，在万宁市乌场港，
今年59岁的万宁市海洋与渔业监察
大队乌场中队执法人员胡天木结束了
上午的巡逻，回到港区的临时休息点
后，他打开刚才顺道打包回来的快餐

“火速开动”，汗水顺着被太阳晒得黝
黑的额头、脸颊滑落，他说，“已经习惯
了，以前执法的时候，我们带粽子在身
上当做午餐。因为没有时间慢慢吃，
随时可能有情况发生。”

胡天木驻点负责新群湾区域，和
他一起的还有来自东澳镇、村的3名干
部。“我们既要防止渔船载客出海，还

要劝阻周边村民、游客下海游泳，防止
安全事故。”胡天木介绍，他们4个人灵
活分工，对港区、海滩、村庄等进行巡
逻，“从8时一直坚守到18时，晚上还
要待命，随时出发。”

当天太阳落山后，结束驻点任务
的胡天木回到家里，简单冲凉后迫不
及待拿出手机观看国庆阅兵仪式重
播。作为一名退伍老兵，他说：“不能
耽误了工作，必须把工作执行到位，站
好岗，对得起党和国家的培养。国庆
黄金周，我们在岗位上过。”

（本报万城10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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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千人争分夺秒抢进度
确保民生工程按时完工

10月1日上午，笔者在封闭施工数
日的椰海大道学院路至龙昆南路口看
到，该路段的机动车道已经摊铺了全新
的沥青，并且全面开放通车，道路上的车
辆通行无阻。全新的绿植、交通灯等也
准备到位，仍有工人在道路两旁进行着
绿化、路面清洁等工作。

“道路开阔，行车平稳，以后再也不
用因为修路不方便而绕远路了！”开车途
经椰海大道的曾先生表示，改造过后的
椰海大道宽阔平整，开车感觉非常好。

据介绍，椰海大道位于海口中心城
区南部，沟通长流组团、中心组团和江东
组团，规划为全市“四横七纵”快速路网
之一，是海口市东西向的一条重要交通
主干道。

于2018年底启动的椰海大道道路
改造提升工程分为东、西两个子项目，以
丘海大道为界，东至龙昆南路，西至规划
长天路，全长10公里。主要改造内容包
括：道路破损板块破除重建、路面病害处
理后加罩沥青，对管道缺失或者破损的
地下雨污水管网进行恢复或者重建，对
全线照明工程进行提升，对全线交通工
程予以恢复重建、完善，对中央绿化带和
机非隔离带回填绿化种植土。

椰海大道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建设也
曾困难不断。面对道路车流量大不能封
闭施工、管廊建设对道路断面影响大、道
路管线复杂迁改难等客观施工因素，项目
一度推进缓慢。2019年8月以来，海口
市领导多次来到椰海大道实地调研、现场
办公解决路建设瓶颈问题。在海口市委、
市政府的指导和市各职能部门、各管线迁

改单位、市管廊公司、市园林局、市通发公
司以及沿街商铺、周边居民的大力支持
下，椰海大道改造工程进入提速阶段。

争分夺秒抢进度、精益求精保品
质。为加快建设进度，道路施工单位克
服重重困难、昼夜赶工，加倍投入施工人
员、机械，全线日均安排施工人员近千

人，投入机械近百台，通过24小时不间
断施工的方式，全力加速道路建设。不
断细化现场施工管理，以200米至300
米为一个单位分段施工，按区域分段对
各类管线进行“扫雷式”交底，因地制宜，
成熟一段、实施一段。今年中秋期间，千
余名一线工人放弃和家人团聚，通过不

懈努力，有效缩短了施工周期，为椰海大
道如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应用橡胶沥青应力吸收层
提升道路品质改善市民出行

据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基于椰海大道承担海口乃至全
省货物运输通道的重要功能，有着“多
轴数、重轴载、高轮压”的特点，该局首
次在道路改造中应用了橡胶沥青应力
吸收层，以提升道路的抗车辙、抗裂、
抗疲劳性能。

该负责人解释，应力吸收层是一

种沥青混合料，常用于水泥砼加铺沥
青层使用，由细集料、矿物填料和高弹
性聚合物改性沥青胶结料组成，成型
后密实、粘结力强、不渗水，与水泥砼
基层之间的结合性能良好，能随着基
层的变形而变形，并且具有优良的自
愈能力，对于沥青路面抗反射裂缝能
力有良好的效果。

同时，橡胶沥青作为道路应力吸收
层是一种具有综合环保效应、经济效应
和使用效果较好的新型材料，具有高温
稳定性、低温柔韧性、抗老化性、抗疲劳
性、抗水损坏性等性能，是较为理想的环
保型路面材料。

全线采用“一体式防沉降井盖”也是
椰海大道改造的一大亮点。

不少市民出行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由于地面井盖的松动下陷，汽车车轮碾
压路面井盖时，井盖发出“咣当咣当”的
响声，车子也发生颠簸。海口市政管理
局充分借鉴了发达国家井盖修复技术，
采用“沥青热再生”新技术、“修路王”新
设备和“一体式防沉降井盖”新材料，对
椰海大道原有井盖全部进行更换。新型
井盖在遭受碾压的情况下，会自动随着
路面升降，并与路面保持在同一水平上，
有效解决了传统的普通井盖遭受碾压之
后发生下沉、松动，导致行车颠簸、噪音
扰民等问题。

“10月1日，椰海大道全线机动车道
沥青摊铺完毕并开放交通，海口市民、游
客的通行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负责人说，该局将继续统筹
做好环境综合整治、绿化美化亮化、路面
整理清洁等收尾工作，把椰海大道建设
成为连接城市东西向的高品质景观大
道。
（本版策划/撰稿 思嘉 范雁 图片/天平）

争分夺秒抢进度，10月1日准时开放通车

海口椰海大道：高品质景观大道横贯城市东西
宽敞平坦的马路、洁白崭新的LED路灯、整齐挺拔的椰子树——10月1日，备受关注的海口椰海大道如期通车。
为打造连接城市东西向高品质景观大道，海口首次应用橡胶沥青应力吸收层改造市政道路，该技术可提升道路的抗车

辙、抗裂、抗疲劳性能。此外，椰海大道全线采用“一体式防沉降井盖”，有效解决了普通井盖遭受碾压之后发生下沉、松动，导
致行车颠簸、噪音扰民等问题。

俯瞰海口椰海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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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航务管理中心
经理朱红日：

眼观四方
为飞机起落“护航”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10月 1日，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机坪塔
台，窗外一架又一架飞机安全滑行、起飞、降落，
窗内朱红日与同事认真地指挥每一架飞机在机
坪管制区行驶，容不得半点差错。

自2014年7月入职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以
来，朱红日每年国庆节都是在岗位上度过。

据介绍，航务管理中心主要职能分为航务
管理和机坪塔台两大部分，其中机坪塔台职能
是负责机坪管制区内航空器开车、滑行以及其
他管制工作、协助航空器处理特殊情况等。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是我省重要的交通枢
纽之一，2018年旅客吞吐量达2003.87万人次，
飞机起降架次达12.14万架次。繁重的交通运
输压力，让机坪塔台指挥工作充满挑战。“最繁忙
的时候，机坪塔台指挥席需要同时指挥8架在机
坪管制区中行驶的飞机，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朱红日说。同时与8架飞机的驾驶员队员对话，
并且准确获知他们所处的位置，指挥他们安全
行驶至起飞或停靠，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机组未及时应答、机组人员偏离管制指令
……在工作中，朱红日经常遇到安全挑战。“在
指挥中，我们可以借助系统更精准指挥飞机行
驶，但不能完全依赖系统，要不断训练自己眼观
四方，做到可以根据对话准确判断飞机的位置，
并且可以准确辨别每个机组，遇到情况能够及
时做出反应。”朱红日说。

“十一”黄金周期间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比平日繁忙。机场预估，2019年国庆节假期预
计运送旅客38.7万人次，起降航班2300架次，
日均329架次。“我们实行24小时值班制，每3
个小时更换一组指挥人员。”朱红日说。

对于朱红日等机场安全服务保障工作者而
言，国庆节只是繁忙工作的开始，随着海南旅游
旺季的到来，他们将日夜坚守在岗位中，保障旅
客安全。 （本报三亚10月1日电）

万宁执法人员坚守一线打击海上非法旅游

“国庆黄金周，我们在岗位上过”

海口交警郑有兴坚守岗位疏堵保畅

“辛苦我一个，幸福一路人”

国庆我在岗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10月1日6时，郑有兴床前的闹
钟和平时一样准时响起。他是海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美兰大队国兴中
队的班长，负责执勤的范围包括海口
市内的国兴大道和琼州大桥，6时10
分已洗漱完毕的郑有兴换好制服，驾
驶警用摩托车前往国兴大道与文坛
路的交叉口。

今年31岁的郑有兴从事交警工
作已有4个年头，每年节假日他和同
事们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从来没因
为节日享受过一天假期。3年半前
为了工作方便，他独自一人从海口市

灵山镇搬到了辖区附近居住，忙起来
常常十天半月见不上妻儿。“交警有
句老话，辛苦我一个，幸福一路人，我
们这一行，越到节假日越忙，只要能
让节日里的道路更畅通些，让市民心
里少添堵，我们辛苦点没什么。”郑
有兴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当天早上7时，郑有兴和同事们
准时上岗，开始了国庆假期第一天早
高峰的交通疏导工作。琼州大桥既
是海口进出城的重要枢纽之一，也是
节假日海口的一个“堵点”，不一会儿
就迎来了浩浩荡荡的出城车流大
军, 郑有兴和同事们立即在密集的
车流中忙碌起来。他们吹响哨音、不

停地摆动双臂挪动脚步,指挥车流有
序前进,很快，汗水就浸透了他们浅
蓝色的交警制服。

“这一身警服是湿了又干，干了
又湿。”郑有兴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平
时从国兴大道到琼州大桥的车流一
直比较密集，每天汗湿两三身衣服已
是常态，早已经习惯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城车辆不断
增加，车流也开始逐渐缓慢起来，“你
们交警在怎么还堵车？”“车走得这么
慢，交警怎么也不管管？”面对一些不
理解市民的埋怨，郑有兴始终以微笑
相送，对一些占用两个车道、强行加塞
变道的司机则提醒其遵守交通法规。

8时40分，一辆小轿车在行驶过
程中爆胎，面对前来求助的女车主，
郑有兴立即驾驶警用摩托车带着车
主赶到现场，帮忙换上新的轮胎……
4年来，为多少辆爆胎车辆换过轮
胎，将多少辆故障车辆推到路边，护
送过多少位老人安全通过马路，又多
少次为急救车辆开道，郑有兴已经记
不清了，只是他和很多交警一样，腰
肌劳损、膝盖发麻无力等职业病已成
为他们的“标配”。

一直忙到9时，郑有兴才有空坐
下来喘口气喝口水。一瓶555毫升
的矿泉水，他一喝就是两瓶。而这样
的水，他每天至少要喝6瓶……

郑有兴只是海口交警国庆坚守
一线疏堵保畅的一个缩影，还有许许
多多和他一样的交警，因为责任，坚
守在岗位上，为市民游客的欢乐出行
奉献自己的力量。据了解，今年国庆
海口市交警支队紧抓节前和节后两
个高峰，启动一级加强勤务，全员上
岗，抽调机关窗口单位警力，增设临
时执勤点，加强琼州大桥、龙昆南路
等进出城路段的交通疏导，通过海口
交警App、微信微博平台等途径及
时发布路况信息，全力做好交通疏导
工作，确保不发生长时间、大面积交
通拥堵。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