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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周
晓梦 特约记者孙秀英）9月24日，省
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
简称省污防办）召开加强超标排放机
动车管控执法工作动员部署会。海
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对尾气超标
车辆处罚将由现行罚款100元提至
500元；违反限行或禁行的高排放机
动车，将被处100元罚款、记3分。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省空气质

量连年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生态文
明建设成效显著。同时，我省大气
污染防治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尤其对超标准排放机动车的路面
管控执法仍存在“政府统筹乏力、
执法手段单一、执法效率不高”等
问题。

对此，省污防办近日印发《关于
加强超标排放机动车管控执法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依

法惩处违法行为、落实联合监管执法
机制、加强现场联合执法力量、大幅
提高超标排放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覆
盖面、实施特定区域限行或禁行、严
格落实机动车报废制度等6项综合
举措，以加强超标排放机动车管控执
法力度，提高工作成效。

在依法惩处违法行为方面，我省
将对驾驶排放明显可视污染物或监
督抽测不合格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的违法行为，适用更加严格的法律法
规标准处罚。根据《海南省机动车排
气污染防治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
公安交管部门将对超标车辆由现行
100元处罚提升至500元罚款，提高
违法成本。

此外，我省还将实施特定区域
限行或禁行，各市县政府划定并公
布禁止高排放机动车通行的区域和
时间。对违反限行或禁行的机动

车，由生态环境部门检测取证，公安
交管部门依据相关办法处100元罚
款、记3分。

省污防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把超标机动车管控执法工作纳入秋
冬季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任务，
采用月调度，定期通报、报告制度对
各市县管控执法工作进行排名，综
合施策，加强超标排放机动车管控
执法工作。

我省严管重罚机动车超标排放
尾气超标罚款由100元提升至500元 违反限行或禁行罚100元记3分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余
小艳 通讯员王韶辉）9月23日，海口
市生态环境局、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在椰海大道和龙昆南路延长线交

叉路口开展柴油车尾气路检。现场
共计抽测柴油车27台，其中两台排
放超标，在全省率先开出500元/辆
罚单，并责令车主对车辆进行维修治
理。

据了解，此次抽测是根据海南省
公安厅近期出台的7099交通违法代
码首次开展的现场执法，对道路排放

超标的机动车，由原先的6063代码
罚款 100元变更为 7099 代码罚款
500元，进一步加大对道路排放超标
车的执法力度。

在执法现场，海口市公安交警部
门负责拦车引导、检查车辆证件；海
口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车辆尾气
进行检测，并现场出具检测结果。对

检测排放超标的机动车，海口市公安
交警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截至目前，海口市生态环境和公
安交警部门已在椰海大道、国兴大
道、海秀西路、丘海大道等路段联合
开展机动车尾气抽测执法21次，抽
测机动车401台，查处超标车15台，
共计罚款2300元。

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机动车
尤其是老旧车、柴油车的抽测频次，
并积极推进机动车道路遥感监测和
冒黑烟抓拍执法，加强机动车排气监
管，对排放超标车辆严格查处，持续
提升环境空气质量，助力自由贸易港
和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海口开出全省首张机动车超标排放罚单

我省举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与跨境赌博反诈宣传活动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晴）9月24日，海南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与跨境赌博反诈宣
传活动在海口举行。

活动现场摆放了防范各类电信诈
骗的宣传展板，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
骗中心的警官向到场的广大群众详细
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知识，让广
大群众了解到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当前形势和常见的各类电信网络诈骗
类型、手段、案例及防范方法。

活动当天，累计发放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宣传手册500余份、宣传折页
500余份，参与群众1000余人次。

一点一点新新闻闻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
民生领域案件查办典型案例

一商家销售127万元未检冻肉
被罚3800多万元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高
永康）今年以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开展民生领
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查处了一批有震慑力的大
要案件。为进一步扩大“铁拳”行动影响力，震慑违
法者、警示经营者，9月23日，该局发布了2021年海
南省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典型案例。

该批案例涉及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销
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产品、检验检测弄虚作假、
不执行政府定价、非法经营野生动物、销售不合格
车用汽柴油等情况，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违法者
处以责令整改、罚款、撤销经营资质等处罚。

其中，周某经营未经检验检疫的冻肉案罚款
金额最大。周某采购127万元的进口冻肉制品并
全部销售，未查验并留存所经营进口冻肉制品的
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海关通关单、进货单、供
货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等材料，属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违法行为。当事人被罚款
3819万余元，且5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担任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假冒名牌获利，但终究逃不过法律惩罚。三
亚天涯国越酒业销售侵犯“国窖”“梦之蓝”“天之
蓝”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酒类，被罚款 17.5 万
元。陵水椰林世樽酒业商行等4家企业销售55
瓶假冒茅台酒，被分别给予7.5万元至9.3万多元
不等的罚款。

检验检测是确保质量安全的基本手段，敢于
弄虚作假者必将得到严惩。海口天信科技有限公
司在开展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检验检测的档案
中，存在原始记录缺失、检测数据不能溯源、标准
物质台账和关键试剂耗材验收记录缺失、检测数
据明显修改的违法行为。同时，该公司还存在没
有参加相关检验检测能力验证的情况。执法机关
处以顶格罚款3万元，并撤销其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证书。

不执行政府定价，也难逃法眼。临高博厚镇
“衍宏海港小镇”项目物业管理公司海南衍宏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临高分公司，对部分业主的电费收费
标准为0.85元/度，超出政府定价标准，同时对部
分业主电费收费未明码标价，被责令退还多收电费
1万余元，没收违法所得1万余元，罚款2.38万元。

我省加大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但仍有个
别餐饮服务经营者顶风作案。海口琼山汇香汇香
酒家购进白骨顶、黑水鸡、大东方龟等国家保护动
物用于制作食品，被处野生动物价值和违法所得
20倍的顶格罚款计17.5万元。其中，经营大东方
龟的行为涉嫌犯罪，该案被移送至公安机关追究
当事人刑事责任。

9月 24日，在位于海口
流水坡路的海口市公共绿化
管理所苗圃，工人在搬运鸡
冠花。

为迎接国庆佳节，海口
市公共绿化管理所近期在海
口街头种植和摆放鲜花，预
计9月底前，海口市公共绿化
管理所将完成地栽和摆设草
花 103 万盆（株）、三角梅
2000余盆（株），分布在海口
7条道路和7个重要点位。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百万盆鲜花
扮靓椰城迎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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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传统模式
“投资+EPC”模式开先河

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体育场项目部
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
体育场项目中，北京城建六集团采用
EPC承包模式，既是施工总承包，还要进
行项目设计管理。而在三亚国际体育产
业园的开发模式上，该公司也摸索出了新
路子。

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是北京城建
六集团与三亚旅文投资集团等股东共
同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的体育+旅游
综合体项目，是海南规模最大的体育场
馆集群。产业园的投资建设采取了“配
建+土地供应经济平衡”的政企合作新
模式，提前锁定了项目收益，确保项目
经济受益和项目分期滚动开发的可行
性，在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项目上的

“投资+EPC”模式是一种创新。
北京城建六集团董事长朱忠择表

示，体育场是产业园最先完工的项目，
北京城建还将和三亚市政府继续合作
建设体育馆、游泳馆和配套设施，把三
亚国际体育产业园打造成为城市新的
活力中心，满足市民各种体育文化需
求，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撰文/惠玲）

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体育场完工，将打造城市新地标

“白鹭”展翅飞 追梦自贸港

126 天实现主
体混凝土结构整
体封顶，53天完成
1万多吨的钢结构
安装，80 天完成
2300 吨 1.4 万 米
索结构的安装和
张拉……日前，三
亚国际体育产业
园体育场完工，向
人们揭开了神秘
的面纱。这座富
有艺术气息的建
筑 是 如 何 诞 生
的？其结构、框架
又进行了哪些巧
妙的设计？

雨后初霁一天，三亚国际体育产业
园体育场远处的山峦若隐若现。阳光
透过云层透射出来，三亚国际体育产业
园体育场这座外观通体白色的建筑愈
发洁白透亮、灵动轻盈。

天光云影的徘徊中，这座由972个
“白鹭翅膀”环绕着的体育场格外瞩目，
从远处看，“白鹭”彼此首尾相连组成整

体，像一群振翅欲飞的白鹭环绕在体育
场周围，赋予这座钢筋水泥建筑以灵性，
让其成为轻盈、灵动的“钢铁白鹭”。

从外观来看，“钢铁白鹭”的造型简
洁大方、灵动优雅，展现了三亚热带滨
海旅游城市的特色。

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体育场总建筑
面积8.6万平方米，总建筑高度46.3米，体

育场看台共设置4.5万个座位，其座椅的
安装和颜色搭配是一大亮点。在体育场
内放眼望去，体育场所有座椅已经完成安
装，颜色搭配上选用了蓝色、浅蓝、白色、
黄色、橘色的搭配，形成渐变色的效果。

“体育场安装带靠背中空吹塑座椅，
在视觉效果上，蓝色的塑胶跑道寓意大
海，黄色、浅蓝色的座椅好比沙滩和蓝

天，白色座椅点缀其间，好似翻滚的浪
花，凸显了三亚热带滨海城市的特色。”
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体育场项目总工程
师李彬说，作为三亚规模最大、标准最高
的体育场，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体育场
建成后可以举办高等级的全国综合性比
赛和国际单项比赛，并满足高水平赛事
直播的要求。

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体育场项目
经理王洋介绍，像体育场这样工程量的
项目，一般只需要七八百名工人，“在主
体结构施工的高峰期，工地上有将近
3000名工人。随着高度的增加，看台
逐渐收缩、作业面逐渐减少，施工现场
仍有1500余人两班倒，进行24小时不
间断施工。”

追求高质量，施工工序上也会更加
复杂。王洋对此深有体会。“在体育场
二层平台施工时，我们就遇到了问题。”
王洋说，当时面临劲性结构施工，但劲
性结构需要专业分包单位深化设计，还
要设计院确认，之后才能采购、施工，而

深化设计工作一度被耽误了。
“劲性结构很复杂，小到一个连接

点怎么打孔都需要深化设计，但劲性结
构能让工程更加坚固。”王洋介绍，经过
讨论，项目部决定先抢主体结构施工，
留出施工缝，等深化设计完成后再进行
二层平台施工，以保证整体结构的施工
进度。

同步张拉是索结构施工过程中最
难的部分，同步观测和索力的同步控制
是同步张拉施工中最大的难点。据介
绍，由于是分级同步施工，所以要保证
每台操作泵的4个工人、16根索同步
张拉到位。每张拉1米要进行一次微

调，如果有误差就会精调，确认无误后
再进行下1米的张拉。104组索体同
步张拉，208台千斤顶同时应用，尚属
国内首次。

从外观来看，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
体育场“白鹭环绕”造型简洁大方，但要
想让近一千个“白鹭翅膀”合理地连成
一片整体，却是非常复杂的工程。

李彬介绍，一个“白鹭翅膀”为一
个单体膜单元，为了在外立面看不到
任何膜材连接节点，就需要把所有节
点“藏”在像艺术品一样造型复杂的

“翅膀骨架”内侧，让每一个膜单元在
弧度、曲线、曲面上均能够展现“白鹭

双翼”的灵动。而五个弯弧段上的每
一片小白鹭都是非标构件，尺寸和弧
度都不相同，增加了放样、制作和安装
的工作量。

“白鹭翅膀”的施工也遇到了很多
难题，比如异形膜面张拉及“白鹭”单元
钢骨架加工、吊装为主要的技术及施工
难点。为了保证膜片的施工质量，项目
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克服了众多技术
难题。在施工中，北京城建六集团运用
了许多创新技术，实现了“一项国际突
破、六个全国首次”。体育场项目的质
量目标更是争创我国建筑行业最高奖
项“鲁班奖”。

设计突破创新 将打造城市新地标

突破工程难度 精益求精创精品

⬆ 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体育场内部

⬅ 俯瞰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体育场。
图片均由丰收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