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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消防发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
消防技术服务5项措施

物业不得以消防安全为由
阻止业主安装充电桩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梅思程）为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全力破解既
有建筑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消防技术服务难
题。近日，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制定了“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建设”消防技术服务五项措施。对安装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是否需要向当地消防救援机构
申报审批，物业服务企业、相关单位是否能以影响
消防安全为理由阻碍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安装工作
等进行明确。

这五项消防技术服务措施分别为：
1. 任何居住小区、单位、个人在既有停车位安

装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无需向当地消防救援机构
申报审批手续；

2. 全省各级物业服务企业、相关单位不得以
影响消防安全为理由阻碍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安装
工作；

3. 全省各级消防救援机构成立了“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建设”消防技术服务组，积极解答社会各
界关于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过程中消防技术问
题，做好服务指导工作；

4. 全省消防救援机构要积极对接各类新闻媒
体，公开解答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消防技术问
题，积极回应群众疑虑；

5. 全省消防救援机构要积极对接相关部门，
组织小区物业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召开消防
技术问题政策宣讲会，宣贯消防政策标准，引导物
业服务企业全力支持电动汽车推广工作。

此外，省消防救援总队还公布了全省各级“电
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消防技术服务组名单和联
系方式，做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消防技术
服务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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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期望

“这条道路处于闹市区，通车一年
多了，灯却一直是‘瞎’的。”近日，家住
海口市龙华区金南路金鹿花苑小区的
居民罗宇翔称，金南路去年8月就已
通车，但路两旁安装好了的路灯却成

“摆设”从未亮过。同两头灯火通明的
金垦路和南沙路相比，金南路成了海
口市区道路中的“异类”，只能依靠两
侧商铺散发灯光照明，不仅给经过的
车辆留下安全隐患，也造成周边居民
晚上出行不便。

金南路南起滨涯路与南沙路交叉
口，北接金垦路，是一条双向4车道的
城市次干道。从手机导航软件上可以
清晰看到，金南路处于南沙、滨涯、金
垦等三条交通比较繁忙的道路中间，
是连接金盘片区和国贸片区距离最短
的一条道路。

海南日报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金南路全长500多米，两侧有六七个
小区和一所学校。从表面看，除了与
金垦路交叉口还未画斑马线外，目前，
这条道路各项设施已建设完毕，道路
两侧也安装了路灯。

8月14日22时，海南日报记者开
车驶过滨涯路和南沙路交叉路口后，
眼前突然一暗，可视范围也被收缩至
近光灯范围。如果车速过快且不减
速，很容易追尾前车或撞上横穿马路
的行人。记者观察到，经过这条路的
车辆，车速都会明显减慢。

“如果路灯晚上亮着，这条路会和
周边其他街道一样热闹，我们开店的
生意也会好很多。”金南路上一家烟酒
店的负责人陈静称，每天23时前，周
边居民出行全靠路两侧商铺的灯光照
明。过了23时，商铺陆续关门，路上
黑灯瞎火的，行人经过难免心惊胆战。

处于闹市中的市政道路通车一
年，为何路灯却一直未亮？对此海口
市市政管理局道桥设施科相关负责人
蒙国和称，目前，金南路照明工程还未
交付使用，他们无法开展正常的通电
管养工作。

金南路道路建设业主单位海口城
建集团对此回应称，金南路道路路灯
等附属工程原计划在2021年6月份前
完成，但由于道路设计年限较长（2013
年9月至2020年8月，中间曾因征地
问题停工6年），部分设计已不符合现
行规范，设计图纸未设立单独路灯供

电箱变，致使金垦路路灯接电需与周
边道路供电箱变或小区供电箱变进行
协商接电。另外，由于该项目建设持
续时间久，也导致项目施工单位管理
人员变动较大，多次对接未果，致使目
前道路路灯已安装完成但尚未接电。

海口城建集团表示，对金南路路
灯一年未亮灯给周边居民造成的不
便，该集团公司表示诚挚道歉，将立即
组织参建各方开展施工，并将在9月
10日前完成路灯接电工作。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海口市金南路开通一年，路灯却一直未亮，造成周边居民出行不便

路上黑漆漆 行人慌兮兮

近日，由于路灯不亮，金南路上的省农垦二小校门口一片漆黑。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摄

三亚启动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首贷工作
受理时间截至9月15日

本报三亚8月16日电（记者徐慧玲）海南日
报记者8月16日从三亚市教育局获悉，结合我省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形势，三亚2021年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首贷受理工作8月17日启动，受
理时间截至9月15日。

据悉，今年三亚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贷受
理时间为8月17日至9月15日，上午8时至12
时，下午3时至6时（周末、节假日除外）。三亚市
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受理方式为先在网上预
约，再到三亚市教育局现场受理。为方便学生办
理贷款、提高效率，建议现场办理前先登录学生在
线服务系统（https：//sls.cdb.com.cn）完成个人
资料填写并提交申请。

扫码看《海南：在既有
停车位安装电动汽车充电
设施，无须向消防机构申
报审批》。

8月14日，2021年儋州市白马
井教育基金会颁奖大会在白马井镇
举行。53名白马井镇籍优秀学子、
贫困学子获每人5000元到8000
元不等的奖学金、助学金。另外，还
有20名成绩优异的中小学生也受
到相应的奖励。

儋州市白马井教育基金会自
2012 年成立至今，共募集善款
300多万元，帮助白马井地区470
多名优秀学子、贫困学子圆大学
梦。今年，该基金会已收到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捐赠善款30多万元，
善款全部用于捐资助学。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从日前召开的
海口市西海岸沿线企业座谈会获
悉，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海口将
启动西海岸贯通更新工程建设。该
项目全长约16公里，计划2022年4
月前完工。

据介绍，海口市西海岸是海口宝
贵的黄金岸线，拥有长达33.1公里的
优美海岸线，但目前还面临“滨水不
畅、商业不火、交通不便、晚上不亮”

等问题。为进一步兑现还海还岸还
景于民的承诺，盘活带动西海岸文体
休闲资源，提升城市形象，海口将以
高品质为底线目标启动西海岸贯通
更新工程建设。

该项目起点为公共游艇码头，重
点为新海港码头，全长约16公里，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三道贯通、景观提
升、沿线商业业态调整、公共服务附
属设施、海上观光旅游开发等。

会上，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规划建设的
过程中，西海岸贯通更新工程将遵
循严守生态底线、滨海贯通开放、腹
地功能联动、倡导公共交通、设施品
质提升等原则。在实施三道贯通工
程过程中，将按照因地制宜原则，构
建三道五线格局：即绿线——双层
巴士线、蓝线——骑行道、红线——
跑步道、橙线——漫步道、金线——
沙滩探索线，让西海岸公共开放空
间成为公众亲近自然、享受生活的

好去处。
同时，海口将参照云洞图书馆

的成功经验，在西海岸贯通更新工
程高标准打造海边驿站。在启动海
口西海岸贯通更新工程建设的同
时，还将同步启动西海岸海岸带商
业策划及实施工作，改变商业业态
风格品类同质化的现状，构建集城
市生态、时尚艺术、休闲度假、公共
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元城市商业
空间。

本报金江8月16日电（记者高
懿）“这大白菜才1元，真的是太便宜
了！”8月16日，在澄迈县金江中心市
场内的各个摊位前，1元/斤的大白菜
成了抢手货，前来买菜的市民王春晓
对海南日报记者说，最近的菜价都比
较低，而且菜品很新鲜，物美价廉。

据了解，今年以来，澄迈县多举
措强力度推进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
动工作，推动“15+N”种基本蔬菜价
格稳步下降。这“15+N”种蔬菜分别
是芹菜、上海青、茄子、西红柿、圆白

菜、小白菜、生菜等种蔬菜品种。以
16日澄迈县菜市场上最便宜的圆白
菜为例，其平均销售价仅为1元/斤，
且货源主要来源于当地自产。

截至今年7月，澄迈县全部完成海
南省下达的三项阶段性任务指标，“15+
N”种基本蔬菜达到下降0.5元/斤目标
（目标价格3.16元/斤），均价2.89元/
斤，价格降幅全省排名第三，调控效应
明显；全县蔬菜自给率达94.40%，位居
全省第一；7月份平价蔬菜市场占比
13.38%，超额完成第二季度平价菜销

量市场占比10%的目标任务。
同时，为加快网点建设，提高平

价菜市场占有率，澄迈县邀请该县各
平价超市及农贸市场平价摊位联合
建立平价蔬菜销售联盟。截至目前，
已将澄迈县13个超市平价专区、10
个平价超市（直营店、加盟店）、54个
平价蔬菜摊位和20多个自产自销摊
位纳入平价蔬菜销售联盟，上半年平
价蔬菜日均销售量达到1.3万斤以
上。并针对新申请加入平价蔬菜销
售联盟的商超，正常运营半年后，给

予3万元补贴奖励；新申请加入平价
蔬菜销售联盟的平价摊位，正常运营
半年后，给予0.5万元补贴奖励。

此外，澄迈县在提高平价菜市场
占有率的同时，进一步改善蔬菜基地种
植条件，提高蔬菜的保供能力。澄迈各
镇划定保有基地，以适度规模蔬菜专业
基地与村级菜园地双轨并行，吸引外来
投资建设规模蔬菜专业基地，目前已吸
引投资新建蔬菜专业基地650亩，已纳
入常年蔬菜基地的村级菜园地42个，
有力推进常年蔬菜基地建设工作。

澄迈推进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

“15+N”种基本蔬菜价格稳步下降

十年助学
情暖学子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1年7月23日

排名

1

2

3

3

5

6

7

8

9

10

市县名称

三沙市

五指山市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万宁市

澄迈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三亚市

白沙黎族自治县

屯昌县

城市水质
指数

3.0837

3.1252

3.2274

3.4084

3.4204

3.4847

3.4872

3.6273

3.6929

3.6956

排名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市县名称

昌江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临高县

定安县

海口市

东方市

琼海市

儋州市

文昌市

/

城市水质
指数

3.7135

3.9084

3.9446

4.0684

4.2058

4.2602

4.2622

4.3307

5.17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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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
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环办
〔2011〕22号）和《城市地表水环

境质量排名技术规定（试行）》（环
办监测〔2017〕51 号）等评价，
2021年1—6月，全省地表水总体
水质良好，监测的196个断面（点

位）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
（点位）占88.3%，劣V类占1.0%。

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靠前的
市县分别是三沙市、五指山市、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排名靠后的
市县分别是文昌市、儋州市、琼海
市。2021年1—6月全省19个市
县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如右：

2021年6月市县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

昌江村镇集中供水工程
特许经营项目正式签约

本报石碌8月16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黄兆雪）8月16日下午，昌江黎族自治县水务
服务中心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龙建
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约村镇集中供水工程特
许经营项目协议。本项目建设总投资约9.56亿
元，合作期30年。

根据协议，双方以特许经营方式BOT（即建
设-运营-移交）进行昌江村镇集中供水工程项目
合作。由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龙建路
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投资、建设、运营，合作期满
向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无偿移交。项目特许
经营范围包括昌化镇、海尾镇、十月田镇3个镇镇
区及管辖内的村庄，以及乌烈镇、叉河镇及石碌镇
管辖内的村庄等。

据了解，一直以来，昌江农村存在饮水过于分
散、保障率低、水质水量难以巩固等问题。为解决
这一问题，2019年，该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十三
五”农村饮水巩固提升的基础上，依托山竹沟水库
为水源，实施昌江村镇集中供水工程，通过新建水
厂和干支管网，提升区域供水水质和供水保障率，
确保村民和城市居民用上安全、方便的自来水。

海口将启动西海岸贯通更新工程建设
全长约16公里，计划明年4月前完工

省艺术中心和美术馆项目
配套路网工程获得批复
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开工建设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刘
梦晓）海南日报记者8月16日从海口
江东新区管理局获悉，总投资约2.25
亿元的海南省艺术中心和美术馆项
目配套路网工程于近日获得批复，计
划今年第四季度开工建设。项目建
成后，将完善周边市政基础设施，分
担区域内部交通流量。

海南省艺术中心和美术馆项目
配套路网工程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拟
在文明东路（文越路）、琼山大道、海
府一横路、滨江东路围合区域建设，
包含仁爱一横街、东新街西段、文潭
路南段、仁爱路北段4条道路，其中3
条次干路、1条支路。道路全长约
2.83公里，红线宽度12米-25米，工
程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
程、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绿化工程、
照明工程、交通工程、缆线性管廊工
程等，总投资约2.25亿元。

据了解，海南省艺术中心和美术
馆项目配套路网工程周边用地规划以
商住和商业混合用地为主，出行需求
较大，城市次干道以交通服务功能为
主，是片区内地块之间的联系通道，并
承担外围通道的区域交通集散功能。

项目建成后，可分担区域内部交
通流量，补充并连通干路网，增加地
块之间的通达性。同时，项目也可保
障周边地块内的电力、通信、给排水
需求，为未来区域开发做好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