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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 本报记者 肖开刚

“太慢了，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也就挪了十几米。”“太耽误事了，
早知道六点就该来排队。”“昨天没办好，只能今天再来一趟了”……这
样的声音，是海南日报记者连日来在海口、琼海等地的车管所，从办事
群众口中听到的抱怨。群众为何不满？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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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酒驾致行人1死1伤
找朋友顶包逃离现场
海口交警：肇事车辆司机全责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记者邓海宁）9月 2
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一起酒驾事故
案例。

6月25日9时许，当事人李某饮酒后（血检
结果为 27 毫克/100 毫升）驾驶车牌号为琼
AE**78的小型越野客车沿海口市美兰区新埠
岛横沟一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时，因未确保安
全行驶，撞上行人朱某林、刘某云后，该车又撞
上停在路边的一辆车牌号为沪EA6**9的重型
载货专业作业车。该起事故造成两名行人朱某
林、刘某云受伤，朱某林经送医抢救无效于当日
死亡。事故发生后，李某打电话给朋友李某伟
赶到事故现场，并让其顶包，谎称系肇事车辆琼
AE**78越野小型客车的驾驶人，李某便弃车离
开现场。

海口交警通过现场勘查、检验鉴定、调取监控
视频等，认为当事人李某（男，35岁）酒后驾车发
生交通事故后，弃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当事人朱某林（女，61岁）与刘某云（女，55
岁）步行未在人行道内行走的行为同样违法，但该
违法过错行为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

因此，海口交警依据相关法规，认定当事人李
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当事人朱某林、刘某云无
事故责任。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以温馨细致服务
温暖老兵退伍返乡路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云蕾 冯建胜）9月2日，海南日报记者获悉，退伍
老兵系列运输保障工作已于9月1日拉开序幕，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美兰机场）主动沟通
协调各驻场单位对接保障细节，致力以温馨细致
的服务温暖退伍老兵乘机旅途。

据了解，为切实做好拥军护军工作，美兰机场
此次不仅开通4个专办值机柜台、2条专用安检通
道及3个专属休息区，还安排志愿者提供爱心茶
水及乘机引导服务，同时在候机楼内投放多张“向
脱下戎装的老兵致敬”主题海报及标语送上归乡
祝福，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近年来，美兰机场全力打造“拥军爱兵”特色
服务品牌，为军人、军属及烈属提供涵盖购票、值
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高品质的依法优先
及专属服务，同时将其覆盖至到港和离港服务的
各环节，依法保障军人优先权利。

截至目前，美兰机场已完成驻岛部队约
1318名退伍老兵运输保障任务，后续仍有其他
驻岛部队陆续组织退伍老兵从美兰机场踏上返
乡之旅。

预计本月起
海口安居房可线上申请
线下服务窗口仍将正常运行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记者叶媛媛）9月 1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住建局了解到，为了进
一步方便群众，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安居
房线上申请预计9月下旬可实现。

海口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自2021年
5月7日起，海口各区行政审批局开通安居型商
品住房服务试运行窗口，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可
携带相关材料前往各区行政审批局办理，试运行
至8月31日。“试运行期满后，服务窗口仍将正
常运行，面向广大市民受理安居房申请，广大市
民可合理安排时间，到窗口提交所需材料。”该负
责人说。

同时，为了方便群众办理安居房申请业务，
海口市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正积
极推动安居房申请实现线上办理，目前由海口
市政务管理局积极筹备中，预计本月下旬上线
安居房线上申请功能，市民足不出户就能轻松
办理相关业务。此外，安居房申请业务实现线
上、线下办理后，市民可以自行选择到窗口或线
上两种渠道办理。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郭卫华 宋印官 杨永光）9
月2日，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在海
口市35千伏抱大线首次大规模开
展特种技术装备联合检修作业，通
过 8 台大型 10 千伏应急发电车临
时并网发电的方式，有效减少了沿
线近万用户停电时间3小时，标志着
海南电网的新装备新技术协同作战
能力再上新台阶。

近日，海南电网海口供电局工作
人员在巡线时发现，35千伏抱大线

进线阻波器上端温度为 116 摄氏
度，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预防事
故的发生，在海南电网公司生技部
协调下，海口供电局、海南电网检修
分公司联合制定了紧急停电消缺方
案，从全省范围内紧急调配8台 10
千伏应急发电车，连夜组织带电作
业人员做好发电车的接线工作，并
完成技术参数、设备状况和开关状
态的相关调试。

“35千伏抱大线如果停运检修，
将导致35千伏大致坡变电站全站停

电，停电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我们
采取临时并网发电的方式，通过10
千伏应急发电车、旁路电缆直接送电
高压线路，可以满足线路后端用户临
时用电需要。”海口供电局生技部经
理陈泽师说，发电车并网发电只在接
入和退出有短时停电，在近3个小时
的检修过程中基本不会对用户正常
用电造成影响。

据介绍，以往常见的0.4千伏发
电车受限于自身功率，只能针对单个
变压器台区进行发电供电，并且需要

“先停电后接入”；新配备的10千伏发
电车可利用带电作业技术，直接从10
千伏中压线路端不停电接入，还能同
时对多个变压器台区进行发电供电，
供电更加可靠、覆盖范围更广。

据悉，海南电网公司2021年投入
2.09亿元，配置了10千伏发电车30
辆、带电作业车24辆、高空作业车13
辆等特种技术装备，针对电力设备检
修、基建工程施工等作业，大力推广

“近零停电”，进一步提升供电可靠性
管理水平。

“以前只有具备条件时，才会实
施带电、发电作业，如今海南自贸港
建设对供电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倒
逼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采取履带车
带电作业、旁路带电作业及发电作
业等方式，确保周边企业和居民用
电不受影响。”海南电网公司生技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下一步，海南电
网将逐步推广新装备新技术全省共
享、协同作战，全面提升供电可靠
性，真正做到“作业零停电、客户零
感知”。

海南电网首次大规模开展特种技术装备联合检修作业

8台发电车显身手 近万用户少停电3小时

本报文城9月2日电（记者李佳
飞）海南日报8月30日刊发《村民挖

“防线”污水仍入田》一文报道文昌亭

桥下村部分农田被养猪场污水污染的
情况后，引起文昌市政府高度重视，当
即责成潭牛镇政府及畜牧局等单位工
作人员加强现场指导，督促涉及养殖
户整改到位。

9月2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文
昌市潭牛镇亭桥下村看到，符春花、符
史宁、蔡涛等3户养殖户已给猪栏新
设遮雨棚布，完善雨污分流措施，放养
的猪全部回栏饲养，猪栏附近田地中

溢流的粪污也已被清理干净。
文昌市潭牛镇镇长吴乾壁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由于养殖户没有正确使
用沼液池，抽污液不及时，且雨污分流
措施不完善，维护不足，导致粪污溢流
渗漏到旁边农田边缘。该问题经曝光
后，潭牛镇政府根据文昌市政府指示
要求，全面检查该地块养殖场环保设
施建设和整治状况，实时跟踪并指导
养殖户完善各项设施，要求养殖户不

得在猪场外部设置畜液池设施，将场
外设施全部搬至场内，做到合规养殖，
确保整改到位。

与此同时，针对养猪场的环境卫
生问题，文昌市畜牧局督促潭牛镇各
养殖户做到粪污日产日清，勤清理，勤
消毒，并加大对养殖场周围环境卫生
整治力度。

为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文昌市
潭牛镇畜牧站、环保局等部门还联合

各驻村工作组和村“两委”干部，逐一
排查全镇猪50头以上、鸡1000只以
上养殖规模的养殖场及鱼塘环保设
施的建设和使用情况，并将其登记在
册，定时巡查，动态管理，一旦发现问
题，要求立即整改，避免此类事件再
次发生。截至目前，潭牛镇政府对全
镇达到规模的养殖场已全部登记在
册，并针对存在类似问题的养殖场进
行现场指导整改。

本报《村民挖“防线”污水仍入田》报道引起文昌市重视

督促涉及养殖户整改到位

全省车管所业务办理专网系统故障频发，部分车管所现场指引不到位

办理机动车业务：事堵心也堵

系统发生故障后，海口市第一车管所一号业务大厅内多个窗口的工作人员离开工位，剩下大批等待办事的群众。
本报记者 肖开刚 摄

海南消防举行高层建筑
灭火救援实战大演练

本报三亚9月2日电（记者良子 徐慧玲 通
讯员王通彬）9月2日19时，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在三亚市阳光金融广场举行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
战效能演练暨应急力量体系建设现场会。来自全
省消防各支队、大队的主官、灭火救援业务干部、
基层业务骨干约80人实地观摩。

据了解，此次演练紧盯实战需求，创新采取
示范性、教学式演练模式，现场展示了自主改装
研发的安全员携行箱、电动式水带铺设车等器
材；规范了派出搜救、初战快速侦察控火、热对
流防范等实战操法；创新使用拐角水枪进行火
场降温和利用屏风水枪、穿刺水枪进行上堵下
防灭火；率先使用电动爬楼机和人体外骨骼器
具攀登楼梯运送救援装备等高精尖设备；提炼
了“两级管控、定时询问、主动报告”的作战安
全管控新模式；明确了供液水带数量、供水能
力、室内外消火栓、消防控制室、通信信号、举
高消防车、水泵接合器、消防电梯、内攻救人等
操作规程，对高层建筑灭火救援行动进行了规
范化展示。

民生关注民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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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衡明

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只向前
挪动十几米；新车上牌这项并不复
杂的业务，一天办不完……近段时
间，省内多地群众吐槽在车管所办
理机动车业务太慢太难，对此，相关
部门应该反思。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表面
看，是因为业务量激增导致了专网

系统故障频发，使得办事流程时不
时“卡壳”，短时间内难以解决。但
从群众的投诉来看，这个问题的存
在绝非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处两
处。如果相关部门早一点重视起
来，采取相应措施，也不至于让问
题拖到现在。相关部门哪怕是多
花心思，把引导工作做得充分一
些，也能让办事群众的心里舒畅
些。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网

络故障、技术问题的背后是责任心
存在盲区，其实质是让群众承担问
题故障的结果。

群众之事无小事。服务群众，
履职尽责，贵在及时主动。“堵点”不
会自动消除，“难点”不会自动解
决。只有站在群众的角度看问题，
充分考虑群众的感受，才会想方设
法解决问题，才能提升群众的办事
体验。否则，不把群众的事当大事，

对问题视而不见，不仅会让“堵点”
“难点”越积越多，更会让责任陷入
“空转”。办理机动车业务堵心就是
一个例子。

疏堵不能“等”，有备才能无
患。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
信息化手段深度应用的情况下，一
旦出现问题、故障，往往涉及的面都
很广，影响的人群会很多。如果缺
乏预见性，忽视风险点，没有应急预

案，做不到“留一手”，问题来了必然
措手不及。同样，如果反应慢半拍，
处置不及时，甚至坐视事态发展，难
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期待相
关部门能够认真吸取教训，拿出实
打实的措施，推动问题得到迅速解
决。同时，还应举一反三，主动从机
制上查找问题的根源，思考如何改
进工作，提升服务品质，避免类似问
题再次发生。

疏堵不能“等”灯笼椒

实地探访
起大早来排队

当天不一定能办完

9月2日早上7点，位于海口美
兰区灵山镇的海口市交警支队第一
车管所的大门还未打开，门前已有
二三十辆车在此排队等候办理机动
车业务。

“我6点半就到了，当时前面有
5辆车。”家住海甸岛的王先生当天
来车管所为妻子新买的二手车落档
上牌，他说，听说来晚了要排队很
久，因此他起了个大早，想尽快办完
手续。

7点12分，海口市第一车管所
大门打开，排队的车辆鱼贯而入。8
点30分，该车管所正式上班，进入
验车通道的待办车辆排起了两条百
余米长的“车龙”。

由于来得早，王先生的车是第
一批受检验的车辆之一，不过民警
在检查王先生事先准备的材料时发
现，其中还缺少个人车辆增量指标
证明文件、保险单和车架号拓印单
等，随即指引王先生去附近的5号
办公楼内打印。王先生在8点 55
分补充完材料后，9点 8分完成了
验车。

关键的验车环节完成，王先生
进入一号业务大厅，但此时车管所
用于办理业务的专网系统却出现了
故障，另外十几名办事群众跟王先
生一样，只能坐在大厅内焦急等待。

此时，9月 1日下午已验车完
毕、但因系统故障未能办完新车上
牌业务的徐先生，也再次来到一号

业务大厅，走到办事窗口前询问业
务何时能办好。

“系统故障了怎么办，让我手写
给你吗？”值班的民警被徐先生问得
有些不耐烦，告诉徐先生在现场等
待工作人员叫名字即可，“叫到才能
过来办理”。

“以为昨天验完车了今天可以
优先办理，但系统又坏了。”徐先生
说，由于没有取号排队的环节，大家
都不太清楚还有多久排到自己。

9点30分左右，专网系统恢复
正常。9点46分，王先生被叫到名
字，走到窗口办理业务，因其用的
是旧车牌号，没有选号环节，加上
已经备好了车辆照片，因此 10点
整就办好了手续，10点 13分拿到
车牌，10点 21 分装牌完毕。从 6
点半到车管所排队至 10 点半离
开，王先生终于办完了车辆的落档
上牌业务。

然而此时，徐先生还未被叫到
名字。看到当天来的其他车主陆续
办理完毕离开，再也坐不住的他又
前去业务窗口咨询，此时工作人员
才告知他的业务并不在该大厅办
理，应去第二业务大厅。

“白白等了两三个小时，不问都
不知道。”徐先生说。

其实不仅是海口第一车管所，
近日，记者在琼海市车管所上埇分
所看到，这里的办事指引同样不清
晰，第一次来办事的群众大多一脸

“问号”。该车管所公示的上班时间
是8点，但实际上，7点50多分才有
工作人员开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后，8点20分左右才开始给排队的
群众派号。待工作人员全部到位开

始验车，已经是将近9点。由于9点
半左右和11点出现系统故障，至当
天11点半该车管所下班，仅办理完
成6笔业务，不少一大早就来排队
的群众白跑了一趟。

此外，在12345热线查询平台
上可以发现，3个月内关于车管所
的工单有 3000多单，其中不少都
是反映车管所办事慢、办事难的
问题。

部门回应
因业务量激增

致系统故障频发

二手车过户代办工作人员郑先
生表示，今年以来车管所系统故障
频发让他们也比较头疼，半天就能
办好的事，常常拖成一两天才能办

好，这无形中也增加了二手车交易
的成本。

系统为何故障频发，业务办理
能不能提速？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海
口市第一车管所的一位值班领导。
该值班领导回应称，车管所系统故
障并非海口车管所本身的问题，全
省各地车管所都无法正常办理业
务。系统故障频发，也导致车管所
经常办不完当天的业务，出现业务
积压。同时，由于此前疫情防控的
需要，他们将工作人员分成了两组，
隔日轮班，避免交叉感染，因此现场
只开通了一条业务通道。“目前随着
疫情稳定，我们将会恢复两条业务
通道，减少大家排队的时间。而之
所以不实行预约制，是因为之前采
用预约制时，很多真正需要办理业

务的车主经常抢不到号，这才停止
了预约办理。”该负责人说。

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综合处
科技科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车管所的专网系统建成于
2014年，当时建设的标准是日均受
理业务3000件左右，但是现在随着

“放管服”改革的推进，很多社会服
务机构也在使用该系统办理业务，
系统日均业务办理量达到了 1万
件。而最近三亚等地又增加了很多
办理电动摩托车上牌业务的服务站
点，业务量进一步增加，加重了系统
的负担，导致故障频发。目前他们
已经紧急调用了其他系统的一些设
备，并开始制订方案对系统“扩容”，
后续他们会继续关注系统运行，加
强运维保障。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