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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碌10月19日电（记者张
期望 张文君）10月15日，本报报道
《“黑车”抱团揽客“的哥”屡被刁难》
刊发后，引起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昌江县委书记陈儒茂要
求相关部门坚决刹住“黑车”猖狂拉客
的歪风，抓住根源、拿出实招，彻底清
除交通治理的“堵点”。

10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回访

昌江汽车站、昌江棋子湾动车站时发
现，昌江汽车站前已有综合行政执法
人员巡逻，昌江棋子湾动车站出租车
停靠点已无“黑车”，两车站外难觅“黑
车”拉客行为，“黑车”抱团揽客的现象
已初步得到控制。

据悉，10月18日下午，昌江黎族
自治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邝斌主持
召开全县打击“黑车”非法运营专项整
治工作会议，对相关工作进行全面安
排部署，决定从当日起在全县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要求相关
部门在“黑车”整治中创造性开展工
作，一抓到底，狠抓落实。

昌江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加大力度打击当地“黑车”揽

客行为，在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实行“三
班倒”工作机制，让“黑车”无处藏身。
当地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要
迅速开展非法营运隐患集中排查活
动，进一步加大对全县重点区域隐藏
的非法营运现象的摸排力度，根据“黑
车”活动新特征、新变化，灵活采取措
施方法，实施精准打击，形成高压整治
态势。

根据已制定的专项整治行动工作
方案，昌江相关部门已通过海汽昌江
分公司营业大厅电子屏幕、广播及昌
江明珠出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出租车
顶灯电子屏幕等平台展开宣传，并走
访教育群众，加大对乘坐“黑车”严重
危害性的宣传力度，以提升广大群众

自觉抵制乘坐“黑车”的意识，发动社
会各界人士大胆举报投诉“黑车”，营
造人人共同参与打击“黑车”的浓厚氛
围，形成震慑“黑车”违法经营行为的
高压态势。

目前，昌江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将
执法人员分为5组，以组为单位，进
驻海汽昌江车站、高铁站路段以及

“黑车”可能聚集的区域。进驻海汽
昌江车站组负责管控昌江汽车站周
边路段“黑车”，制止“黑车”拉客人员
在沿街路段吆喝、招揽旅客，杜绝社
会车辆占用出租车停车位停放现象，
其余4组在棋子湾高铁站及周边区
域进行流动执法检查，从严管控“黑
车”。流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一

旦发现线索，将跟踪深入调查，坚决
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密切联合
公安交警等职能部门加强路面执法
巡查管控。

邝斌表示，昌江还将优化汽车站、
高铁站公交车路线，解决群众出行问
题，进一步规范客运市场秩序，保障客
运经营者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当
地交警大队将优化停车位、加大车辆
查处力度，及时整改监控设备。与此
同时，当地相关部门将加强联合执法、
全力配合，对客、货运站等重点区域无
证经营的“黑车”、无牌无证等交通违
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彻底铲除背后
的腐败问题，全力以赴开展好打击“黑
车”专项整治行动。

昌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

刹住“黑车”歪风 清理交通堵点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记者徐
慧玲）10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
亚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为全面做好农
村公路防汛防风工作，加强农村公路
防汛防风隐患排查整治，三亚将把存
在安全风险隐患的漫水桥（路涵）全
部纳入改造计划，尽快完成改造，消

除安全隐患。
当前，海南正值台风降雨多发季

节。根据相关要求，三亚将全面排查农
村公路防汛防风安全隐患，特别是漫水
隐患，统筹推进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治理
和改造工作。一方面，三亚将存在安全
风险隐患的漫水桥（路涵）全部纳入改

造计划。在完成改造之前，所有存在安
全隐患的漫水桥（路涵）必须安装防护
栏、水位标尺、警示标志灯等临时防护
设施，建立完善台风强降雨期间的巡查
值守、预警预报机制，“一桥一岗”定人
定责，确保周边居民生命安全。

同时，三亚通过加强农村公路管

养，提升防汛防风能力，组织农村公路
养护人员及时清理公路边沟、修剪树
枝、检修护栏等，落实农村公路安全防
护措施，确保不因风险隐患发生伤亡
事故。组织全域路段巡视，尤其是注
重农村公路山体滑坡、路面坍塌，密切
关注并保持应急人员、机械就位。

三亚将存在安全风险隐患的漫水桥（路涵）全部纳入改造计划

尽快完成改造 消除安全隐患
海南近期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

省气象局解除
暴雨四级预警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刘爽 翁小芳 李凡）由于
降水强度减弱，海南近期强降雨过程
基本结束，海南省气象局于10月19
日6时10分解除万宁、琼中、陵水等3
个市县的暴雨四级预警。预计未来2
天全岛大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

全国少儿乒乓球
锦标赛（决赛）陵水收拍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经过 6 天的角逐，
2021年全国少儿乒乓球锦标赛（决赛）近日在
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陵水·羽毛球）收官，
吸引了国内 57 支代表队共近 400 名选手参
加。

最终，北京队一队获得甲组男子团体冠军，乐
旋体育集团获得乙组男子团体冠军；山东鲁能获
得甲组女子团体冠军，济宁青少年乒乓球训练基
地获得乙组女子团体冠军。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乒乓球队最近几年成
绩较好，培养出参加全运会男子单打比赛的16岁
国手林诗栋。比赛期间，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青少处每天都将比赛视频和相关资料发给省内
各乒乓球队的负责人，以学习借鉴省外乒乓球青
少年强队的技术打法。

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陵
水体育设施日渐完善，并且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近些年也做出许多“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具
体实践，努力将该县打造成全国乒乓球运动胜
地，吸引更多国内外青少年球员前来参加比赛和
训练。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程剑花）海南日报记者
10月19日从省公路管理局获悉，经
过彻夜奋战，G98环岛高速上行（三
亚往乐东方向）K283+300处塌方点
入侵车道土、石约800立方米已于当
天上午10时全部清理完成。

18日 17 时 10 分，该处发生塌

方，初步判断是由于近期连续暴雨天
气影响，高边坡土体饱水，锚喷体破
损，造成山体垮塌流入高速公路，导
致高速公路右幅交通阻断，但未造成
人员伤亡。

塌方发生后，省公路管理局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按程序上报省交通运
输厅，向交通运输部报送阻断信息；

同时立即指挥养护单位海南交控养
护公司协调属地交警、高速交通执法
部门等单位实施交通管控，制定绕行
方案，通过媒体发布；并指导养护单
位立即落实抢险队伍、设备，投入大
型挖掘机1台、大型装载机2台、大吨
位运输车7辆实施抢通清理。

据悉，目前车道虽已初步具备通

行条件，但由于塌方点山体尚未稳
定，且持续降雨，尚无法开放交通，计
划途经该路段的车主还需从右幅南
山互通下高速走国道225到崖城互
通上高速。

为尽快恢复通车、修复塌方，省公
路管理局组织养护、设计、检测等单位
现场勘察，研讨下一步处置措施。

G98环岛高速三亚段塌方处完成土石清理
将尽快恢复通车

民体杯全国陀螺比赛
将在白沙开赛
9支代表队角逐4个小项

本报牙叉10月19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
员刘杰）10月21日至22日，2021年民体杯全国
板鞋竞速、高脚竞速、陀螺比赛将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文体中心举行。据了解，本次赛事的陀螺项目
设置4个小项，分别是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
个人、女子个人，全国共有9个省市区代表队将参
加比赛。

此次赛事主办方工作人员介绍，陀螺比赛场
区长20米（女子比赛场地长19米），宽15米，四
周应有2米以上的无障碍区。陀螺比赛是从守方
旋放陀螺开始，由攻方将自己的陀螺抛掷，击打守
方陀螺，将守方陀螺击出比赛场区或比守方陀螺
在比赛场区内旋转时间更长的项目。比赛只计攻
方得分，以当场比赛的累计得分决定该场胜负，得
分多的队为获胜队。

在比赛器材方面，要求陀螺一般采用非金属
平头陀螺，除锥尖可装置直径不超过0.4厘米的
金属钉外，不得填充或装饰金属或其他材料；陀螺
直径为9厘米至10厘米，高度（含钉高度）为10
厘米至12厘米，陀螺圆柱体高度5厘米至6厘
米，重量800克至900克。此外，鞭绳不得用金属
材料制作，其粗细不限。

陆地方面，预计10月20日
受东到东南气流影响
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有阵雨
全岛最高气温28℃至31℃
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21日，受冷空气影响
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其中五指山以北地区局地大到暴雨
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最高气温26℃至28℃
其余地区29℃至31℃
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未来2天天气趋势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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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推动
研究部署整改工作

9月28日，文斌主持召开会议，研究
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对省第一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
部署、推动。

会议要求，要以省第一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进驻临高为契机，认真查摆问
题，全力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要全面整治建筑垃圾，建立机制，严厉问
责，确保建筑垃圾随意倾倒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要迅速抓好信访交办件整改落
实工作，切实做到立行立改、边督边改、
按时办结，同时做到举一反三，建立长效
机制，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要履职尽责，加大问责力度，对
于督察反馈问题，分管县领导要研究解
决措施，向县纪委监委移交环保整改线
索，及时跟踪督办整改落实情况，问责相
关部门和责任人。

县委副书记、县长唐守兵也主持

召开县政府专题会，研究部署包括负
面典型案例在内的省督察组反馈问题
的整改工作，提出具体工作要求。会
议要求，要强化组织领导，主要领导要
紧盯问题整改，特别是典型案例的整
改，做到以案促改。主要领导要现场
督办推动问题落实，确保整改落实到
位。要通过此次督察整改，建立健全
体制机制，做到举一反三，杜绝类似问
题再次发生。

随后，分管副县长要求各责任单位
及涉及的乡镇立即行动，抓好整改，并组
织召开了专题会，研究《临高县2021年
污染防治工作计划》，进一步为抓好全县
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夯实顶层设计，压实
责任，细化任务措施。

立行立改
各责任部门齐力抓整治

近日，临高博厚镇龙灵村堆放的建
筑垃圾已被清理。

为及时清理建筑垃圾，国庆期间，

临高有关职能部门主动放弃休假，全力
以赴整改。10月1日，县政府有关负责
人带领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来到省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的博厚镇龙灵
村一处建筑垃圾乱倾倒现场，全面了解
问题的症结，督促整改建筑垃圾乱倾倒
问题。“以此为契机，认真查摆问题，全
力做好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问
题整改工作，全面整治建筑垃圾，确保
建筑垃圾随意倾倒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该负责人说。

各责任部门分工明确，齐力抓整
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积极统筹协调
各部门、镇（场）对全县域内的建筑垃圾
进行全面排查并建立整改台账，落实整
改责任，逐项销号；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协
同东英镇、调楼镇、博厚镇、多文镇针对
督察反馈的4个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点，
研究制定清理处置方案，对建筑垃圾进
行分拣分类，分类处置；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针对龙灵村违规堆放点占用基本农田
约1400平方米的问题开展了行政执法，
要求碧桂园小区物业限期整改，恢复土

地使用功能等；各镇举一反三，组织各
村、居委会加大对各辖区范围内的建筑
垃圾乱堆乱放点排查、整治力度，对排查
出的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点，进行及时清
理处置。

日前，笔者在调楼镇罗堂村看到，
原本道路两旁堆积的建筑垃圾得到了
有效清理，道路两旁还种上了椰子树
等。为有效解决建筑垃圾乱堆乱放，污
染环境等问题，调楼镇持续开展建筑垃
圾治理行动。“这次建筑垃圾大整治后，
调楼镇加强了对建筑垃圾管理，并按属
地管理原则，一旦巡查发现哪个村有新
增建筑垃圾，由属地村委会负责清理，
不及时清理的，镇委将对该村委会相关
人员进行问责。”调楼镇委委员、武装部
长谢健全说。

长效管理
建立机制和开展追责问责

及时清理建筑垃圾很重要，但如何
建立长效机制，举一反三，防止问题反

弹？临高的答案是：建立长效管理与资
源再利用机制。

临高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将推
进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科学选址，落实
堆放点硬化、围挡、防渗等污染防治措
施，设置专人管理，建立规范的管理制
度及工作台账；强化执法监管，建立执
法部门与村、社区以及住建、审批等相
关单位的协调沟通机制，畅通信息渠
道，紧盯施工报建企业、装潢企业和村
民报建，建立专人巡查执法管理台账，
从源头上抓好建筑垃圾管控；将建筑垃
圾纳入环卫一体化管理，并加强分类管
理，对不同的建筑垃圾实施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分类回收及利用；在金牌港
园区引入有资质的企业，建设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处理厂，推进建筑垃圾就地
资源化利用；开设私拉乱倒建筑垃圾举
报平台和热线电话，接受群众监督举
报，共同维护生态环境。同时加大宣传
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进校园、进社
区、进农村、进企业，营造浓厚的生态环
境保护宣传氛围，切实提高民众的环保

意识。
此外，针对此次督察反馈的负面典

型问题，临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
规定对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启动了问责处
理程序，倒逼问题整改落实。县政府对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市政园林管理
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涉及各镇的主要
领导进行约谈；县纪委对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涉及各镇分管领导进行问责；以
上3个部门党组和涉及乡镇党委对有关
干部、工作人员、村干部进行问责。

据了解，临高原分管住建工作副
县长王某宙就因推动工作不力及涉嫌
违法违纪问题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局长李某
强因推动工作不力及其他违法违纪问
题被立案查处；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原
局长麦某峰因推动工作不力被免职；
博厚镇党委原书记王某山、博厚镇政
府原镇长李某、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原
副局长李某晶因推动工作不力被调离
岗位。 （撰稿/玟珺）

临高扎实推进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整治建筑垃圾 建长效管理机制

2021年9月，海南省第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临高县督

察发现，该县建筑垃圾管理机制不健全，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相关部门和乡镇监督管

理责任缺失，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现象频发，破坏

生态环境。针对省督察组反馈的负面典型问题，

临高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会议，研究

部署整改工作，各责任部门分工明确，全力抓整

治落实。“要高度重视立行立改，建立机制，并

对有关失职人员严肃问责。”临高县委书

记、县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文斌说。

博厚镇龙灵村建筑垃圾点整治前后对比。临高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