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日夜间～8日
全岛阴天，有小雨，局地中到

大雨

中部山区 13～15℃
南部沿海地区 19～21℃
其余地区 15～18℃

最高气温
五指山以北降至 19～22℃
五指山以南 23～26℃

最低气温

11月6日～7日白天
全岛多云，东部和中部局地有小阵雨

全岛大部地区
最高气温 29～32℃ 最低气温 21～24℃

9日～12日
全岛多云到阴天为主，气温变化不大

制图/孙发强

明天夜间起全岛大幅降温
最低或至13℃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符晓虹 杨仁勇 郝丽清）海南日报记者11月5日
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7日夜间～8日，受
强冷空气影响，全岛阴天，有小雨，局地中到大
雨。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降至19～22℃，五指山
以南23～26℃；最低气温中部山区13～15℃，南
部沿海地区19～21℃，其余地区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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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

首个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
开放报名
截止时间为本月15日

本报嘉积11月5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李
丽莎）11月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政府相
关部门获悉，该市首个安居型商品住房——琼海
保利时代人才公寓项目日前开放报名，报名截止
时间为11月15日。该安居型商品住房预计明年
8月至12月整体分批交付使用。

琼海保利时代人才公寓项目是该市目前在建
最大的安居房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开放样板间。该
项目产品类型为高层住宅，项目的整体建筑风格以
现代都市风格为主，主要的户型有95平方米和
120平方米两种，交付标准是完全的精装修交付。

记者了解到，琼海保利时代人才公寓项目总建
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1亿元，安居型商
品住房10栋，预计可容纳1360户住户，产权年限为
70年。目前项目已完成1、2、6栋楼的主体结构封
顶，预计2022年8月至12月整体分批交付使用。

目前琼海市相关职能部门已经启动了安居型
商品住房购买报名通道，老师以及医务人员可以在
自己的本单位进行报名申请，逾期报名不再受理。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记者计
思佳）11月5日，《海南日报》“海报
监督”栏目发刊《椰炭黑加工点为何
禁而不绝？》，报道了海口市美兰区
大致坡镇金堆村马禄村民小组附近
有一个椰壳露天烧炭黑加工点，给
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稿件见
报后，引起当地政府以及行政执法
部门的高度关注，责令加工点立即
灭火停业，并要求加工点负责人3天
内恢复土地原状。

11月 5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
来到该加工点回访，发现烟囱已被
拆除，排污水的水池已被填埋，6个
烧炭灶已破拆4个。在拆除现场，
记者遇到了大致坡镇常务副镇长陈
占彪、美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以及美兰区检察院灵山检察

室的工作人员。
陈占彪介绍，11月4日下午，在

接到海南日报记者提供的线索后，
该镇相关负责人立即带队到椰壳露
天烧炭黑加工点检查核实，并约谈
加工点负责人吴某，要求其立即灭
火停业，3天内将烧炭灶、排污池等
拆除填平、种上树苗，将土地恢复原
状。“接下来，我们将加强林地的日
常巡查工作，坚决杜绝此类情况再
次发生。”陈占彪说。

现场，吴某正指挥工人们开着
挖机将烧炭灶内剩余的椰炭挖出。
他告诉记者，因为听别人说加工椰
炭能挣钱，就和另外两个合伙人筹
集了30万元，在马禄村租了这块5
亩的荒地开起了“加工作坊”。“上午
我们已经拆了4个烧炭灶，现在就

剩最后这两个了。我们一定按照政
府的要求，3天内将土地恢复原状。”
吴某承诺道。

同时，美兰区检察院灵山检察
室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拍照取证。

“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有
法律监督的职责。今天我们从媒体
上看到马禄村有椰壳露天烧炭黑加
工点的报道后，就马上赶到现场进
行调查，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理
是否全面正确履职。”该检察室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 11月5日，在海口大致坡镇
马禄村附近的椰炭黑加工点，挖掘
机正在拆除烧炭灶。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摄

媒体一曝光 椰炭黑加工点关了
海口大致坡镇政府责令3天内恢复原状，加工点陆续拆除烟囱、烧炭灶并填埋水池

万宁

山柚园安居房小区
可提供2959套住房

本报万城11月5日电（记者张惠宁）“期待
已久！”11月4日下午，万宁中学老师陈德君和丈
夫兴冲冲赶至万宁首个安居型商品住房山柚园
小区售楼处，他们近日通过摇号拿到了山柚园一
期一套100平方米户型的房子。

2021年，万宁拟建设5000套安居型商品住
房，主要有山柚园、海汇花园、白沙坡等项目。其
中，山柚园小区将建设2959套住房，是万宁在建的
最大安居房小区，位于万宁市城北新区北侧，分三
期滚动建设，计划3年建成，一期建设中心小区20
栋楼1178套，二期建设北侧地块12栋672套，三
期建设南侧地块19栋1109套。

“目前一期9栋楼已经封顶，并且基本销售一
空（签订认购协议书）。”山柚园小区售楼处销售
人员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因为供不应求，山柚园
小区采取摇号的方式决定房号，目前1646户已经
通过摇号的方式确定房号。其中约900户为基层
教师和基层医务人员购买。

“项目一期和二期同时在开足马力建设，将
预计2022年12月31日前竣工。三期将在2023
年12月31日前全部竣工。”万宁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山柚园项目负责人吴志伟说，小
区还将配套建设地下超市、幼儿园。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我们出租车司机必须在指定通道里排队等客，但他们却可以
在门口肆意‘拉客’，这不公平！”近日，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该市
出租车司机李师傅抱怨称，每晚10时至次日凌晨2时，大量“拉客
仔”堵在机场国内到达厅出口前揽客，影响了出租车的生意。

11月3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暗访时发现，大
量“拉客仔”在机场国内到达厅出口前、出租车候客通道旁揽客。
这不仅抢占了出租车的客源，更重要的是，大量“拉客仔”的存在，
让这座国际化机场显得秩序紊乱，影响游客对三亚的“第一印象”。

本报记者暗访发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咄咄怪事——

执法监督“踢皮球”黑车揽客没人管

灯笼椒

■ 张成林

国际机场，作为重要的交通枢
纽，是展现区域形象的重要载体。然
而，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却有大量
毫无运行资质的“拉客仔”出没，甚至
堵在到达厅出口揽客，如此猖獗行为
不仅扰乱机场通行秩序，而且破坏三
亚城市形象，甚至损害自贸港形象，
危害很大。

乘坐飞机，是人们进出海南的重
要交通方式。凤凰机场是重要的国
际枢纽，正着力打造国际门户机场，
除了国内游客外，还会运送大量的国
际游客。身为自贸港国际机场，就
应当有与之相配的高质量管理。然

而，大量“拉客仔”及“黑车”的存在，
犹如白布上的污点，影响着人们对
三亚及海南的第一认知。如果放任
不管，必然扰乱公共交通，破坏城市
及区域形象。

让人吃惊的是，虽然危害很大，
管理却极为薄弱。夜晚10时至凌晨
2时，是“拉客仔”的活跃期，可是，在
记者采访中，并未发现执法人员的身
影。“拉客仔”在大厅出口、出租车候
客区等地点随意出没，甚至尾随旅
客，如此猖獗的揽客行为，管理方竟
无动于衷，试问，乘客的安全如何保
证，机场公共通行秩序如何维护？管
理上的薄弱，监管上的乏力，无疑给

“拉客仔”开启了绿灯。
然而，面对问题，在记者的追问

下，相关方的表态却是轻飘飘，毫不
给力，彼此有“踢皮球”之嫌。当地交
通运输部门称，执法权移交给了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无法打击治理；该局
则顺势一推，让记者联系凤凰机场；
凤凰机场表示没有执法权，没法展开
查处。一个非法拉客乱象，竟然几个
部门都无可奈何、解决不了，实在出
人意料。

这让人不禁疑问，是问题太难
了，还是能力不足，抑或重视不够，
压根儿没当回事？监管不严、管理
不善，逐利之手必然乱伸。从该事
件来看，规束机场拉客乱象，不仅要
打击违法违规者，更要刨根问底，探
寻背后的监管不足、责任虚置问题，
深挖背后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

拉客乱象本就危害很大，对其置
之不理无疑影响更甚。期待相关方
能够扛起担当、主动作为，在深入反
思中推动监管升级、管理升级，以一
流管理维护好机场秩序，守护好三亚
及海南自贸港的良好形象。

别让“拉客仔”坏了好形象
“我是从南昌过来，当地昌北

机场国内到达厅前是见不到‘拉客
仔’的。”11月3日晚11时，在拒绝
了三四个“拉客仔”之后，第一次来
三亚度假的江西游客刘铭月称，这
些“拉客仔”让她感到厌烦。刘铭
月表示，三亚作为一座国际性的旅
游城市，机场是很多国内外游客抵
达当地的第一站，但大量“拉客仔”
的存在，会影响三亚在游客心中的
印象。

11月4日上午，记者将暗访情
况反馈至三亚市交通运输局。该
局相关负责人称，去年11月，运输
市场非法营运行为监管权已移交
至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近期，
他们也接到不少出租车司机反映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存在“拉客仔”
揽客乱象，但他们心有余而力不
足，无法对其展开打击治理。

那么，有监管执法权的三亚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为何没有打击“拉
客仔”揽客乱象？该局办公室负责
人陈玉珍称，记者提出的问题已发
送至该局一名负责人审阅，但该负
责人称乱象发生在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让记者联系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相关负责人予以解答。而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则表示，他们
无执法权，无法对国内到达厅出口
前“拉客仔”揽客行为展开查处。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派出所负
责人称，他们在日常巡逻中也会对
严重干扰国内到达厅出口秩序的

“拉客仔”进行驱赶，但是“拉客仔”
揽客属于经营性行为，执法监管主
体归属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所
以他们也无法根治存在的“拉客
仔”揽客乱象。

（本报三亚11月5日电）

为何难治理？
监管部门“踢皮球”

“白天拉客的人还比较少，晚
上10点后则会增多。”李师傅称，为
方便第二天游玩，不少游客喜欢选
择晚上抵达的航班。随着晚上10
时至第二天凌晨2时抵达三亚旅客
数量增多，到机场揽客的“黑车”司
机也逐渐增多。

11月3日晚10时，记者再次返
回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暗访。相比
白天，机场国内到达厅1号出口处
聚集的“拉客仔”更多。当晚，记者
站在旁边观察了约10分钟，发现至
少有8名“拉客仔”在出口处揽客。

记者走至3号出口时，刚好有
航班抵达，大批旅客从出口走出，
七八名“拉客仔”拦在出口处，挨个

询问旅客是否要乘车。有的“拉客
仔”甚至一路尾随旅客，直至其到
达出租车候客通道才罢休。不仅
是出口前站满了“拉客仔”，在出租
车通道旁旅客排队区尾部，也有七
八名“拉客仔”不停询问旅客是否
愿意乘坐私家车。

尽管机场内随处可见“拉客
仔”，但采访过程中，记者并未看到
有人前来巡逻制止。“他们晚上这
么疯狂，就是因为没人管。”李师傅
称，白天上班时间，偶尔会看到穿
着制服的执法人员在机场国内到
达厅1号出口通道及2号、5号出口
前驱赶“拉客仔”，但是到了晚上，
就见不到这些执法人员身影。

夜间无人管理
“拉客仔”更疯狂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国内到达厅
前一条全长约1公里的通道，被分
隔成3条车道，靠近出口的两条车
道为内部通勤大巴车通行道，紧挨
着停车楼的，则是出租车候客通道。

11月3日上午10时，记者跟随
刚下飞机的旅客从机场国内到达
厅1号出口走出，2名男子立刻上
前询问记者到哪里。在得知记者
只到三亚湾后，两名男子因车费不
划算，立刻掉转头询问其他旅客是
否需要乘车，并称他们的车辆就停
靠在停车楼。

记者穿行在1号出口一条通往
停车楼的通道时，不时有男子拦

路，询问是否需要乘车。在这段约
200米通道内，记者一共碰到5名
男子揽客。随后，记者折返至机场
国内到达厅3号出口，跟随旅客前
行，在2号出口和5号出口，同样碰
到四五名男子询问记者是否需要
乘车。

相比“拉客仔”，机场内出租车
司机却很守规矩。李师傅说，这是
因为出租车公司规定，司机不能去
到达厅出口拉客，一旦发现将处以
责备、重罚。尽管候客通道内的出
租车已排起千米长队，但记者当天
并未在国内到达厅出口处碰到出
租车司机前来揽客。

出租车守规矩
“拉客仔”抢生意

我省多地举行“119”消防宣传月活动

消防宣传“进万家”
共筑平安“防火墙”

本报洋浦11月 5日电 （记者良子）11月 5
日，三亚、洋浦、万宁、保亭、陵水等地纷纷举行

“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开展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活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消
防安全意识，增强社会抗御火灾的整体能力。

当天上午，洋浦消防救援支队隆重举行授旗
训词三周年成果展示暨“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启
动仪式。儋州调声《消防连万家》把消防安全常识
融入当地民俗文化；快板队的《弄潮儿向涛头立，
护航人面火海生》讲述了消防指战员恪尽职守、扎
实工作的点滴事迹。

在三亚活动现场，消防员结合社区近期发生
的电动自行车火灾，以案示警，提醒群众要提高电
动自行车火灾防范意识。陵水活动现场设置了六
大消防宣传体验项目展区，群众通过体验火灾逃
生、家庭火灾扑救、消防知识问等活动方式，提升
消防安全技能。

关注消防宣传月活动

⬅ 11月4日晚，两名“拉客
仔”（左穿黑衣和条纹衫者）正在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国内到达厅前
方通道拉客。 （视频截图）

⬆ 11 月 3日晚 11时许，三
亚凤凰国际机场国内到达厅2号
出口，“拉客仔”们聚拢在出口等
候旅客。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