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汽车主要包括纯电动汽
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含增程式）
和燃料电池汽车

必须为初次登记上牌车辆，并注
册登记取得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
31日期间购买，并在2022年1月15
日前完成初次登记上牌的车辆（含
2020年 12月购买并在2021年 1月
15日前完成初次登记上牌的车辆）

非个人用户购买的新能源汽车新
车申报奖励的，车辆自初次登记上牌
日期起两年内不能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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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海南推广
新能源汽车超5.8万辆
省工信厅提醒：2021年新能源汽车
消费综合奖励申报1月15日截止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邵长春）2021年，
海南新能源汽车推广成绩斐然，据初步统计，2021
年全省推广新能源汽车超5.8万辆，新能源汽车占比
近7.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5个百分点。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1月11日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的。

据悉，海南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增至
25.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1个百分点，海南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根据《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公安厅关于海南省2021年促进新能源汽车
消费综合奖励申报的通知》要求，海南省2021年促
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综合奖励申报时限将于2022年
1月15日截止，省工信厅提醒符合申报条件的用户
及时申报，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奖励资格。

综合奖励政策的奖励对象为在我省汽车销售
企业购买新能源汽车新车，并在我省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登记上牌的机动车所有人。具体须满
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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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击
河道侵占方式五花八门

记者了解到，那甲河是省级河流荣
山河的支流，其发源地正好位于富力盈
溪谷小区所在区域。多栋别墅依河而
建，河水从小区中间穿过，最后汇入荣
山河。

“原来，这里是一派水清岸绿的景
象，还有瀑布。现在，瀑布断流了，水面
上也生长了很多水浮莲。”富力盈溪谷小
区业主罗女士拿着2013年拍摄的照片，
指着被侵占的河岸说，从2016年开始，
那甲河两岸就开始有业主侵占河岸。

记者走访发现，与罗女士提供的
照片相比，如今的那甲河两岸，多处植
被被摧毁，部分河面长满了水浮莲。
而别墅业主们侵占河道的方式五花八
门：有的私自开挖地下室，并用所挖土
方填河，扩大院落面积；有的将沿岸树
木推倒，建设花园；有的在被侵占的河
岸上种植蔬菜、养殖鸡鸭，并将产生的
污水、鸡鸭粪便直排入河。

罗女士回忆称，位于那甲河南岸
的该小区E1栋别墅业主首先往外推
移、建设院墙，紧接着E2栋别墅业主
也效仿此举；2021年 8月，E3栋别墅
开始装修，该业主挖掉原来河岸边的
树木，侵占了河岸；同年12月，E7栋、
E8栋别墅业主同样推倒了岸边树木、
木栈道，侵占河岸及河边滩涂。

经过现场测量，E1栋别墅的院墙

往外延伸约5米，长约20米；E2栋别墅
院墙往外延伸约6米，长约20米；E3栋
别墅院墙往外延伸了约7米，长约51
米；E7栋、E8栋别墅前，原本由开发商
建设的木栈道已被拆除，挖掘机停在别
墅院内，暂无人员施工。

与该小区E1栋至E8栋别墅隔河
相望的是C5栋至C19栋别墅，多数同
样存在占用河道的行为。例如，C5
栋、C23栋别墅侵占河岸；C9栋、C17
栋别墅推倒河岸树木，建成花园；C18
栋、C19栋将河岸建成了菜园；C12栋
别墅圈出水域养殖鸡鸭；C10栋、C11
栋别墅前树木被推倒，留下光秃秃的
地面。

记者走访
业主多次投诉未能解决

当天下午，记者走访了涉嫌侵占河
道的多栋别墅，但大多数业主均拒绝接
受采访。

“我这里有批文，是相关部门批准
的。当时是为了防止洪水侵袭房屋才
建的院墙。”针对侵占河道一事，富力
盈溪谷小区E1栋业主杨先生予以否
认。他表示，2016年，房屋受河水侵
蚀，地基有所倾斜，其向有关部门申请
获批后，便用钢筋混凝土加固了院
墙。但当记者表示想看看相关文件
时，遭到杨先生拒绝。

“原来E3栋这里都是树木，现在
全被铺上了水泥。”该小区业主李先

生说，E3栋目前虽然已停止施工，但
遭到破坏的河岸始终没有修复。多
位业主均表示，担心这些举动会导致
河道变窄、水源污染等问题。

“多年来，我们小区上百名业主不
停地向物业和有关部门投诉，但物业不
管，即使城管部门来查处，也收效甚
微。有的违建拆了，但业主还是会继续
建；有的是城管下了通知书，便没了后
续。”罗女士说，近日，当得知海南在全
省范围开展为期5年的“六水共治”攻
坚战后，多位业主希望有关部门能重视
和推进那甲河的河岸整治，保护河流的
生态环境。

“我们多次劝说过那些占用河岸种
菜的业主，他们当时承诺，种完这一季
就不种了，但是下一季还是会种。”富力
盈溪谷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
小区违建、侵占河岸等问题，物业公司
确实存在监管漏洞。业主运送建材进
入小区时，往往经过伪装，物业工作人
员难以分辨。当业主有违规行为时，物
业部门也只能下发整改通知书。目前，
执法部门已经对小区违建展开清理，物
业公司将全力配合执法。

监管部门
相关整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021年 12月，西秀镇综合行政
执法中队陆续接到群众反映相关问
题，目前已责令E3栋、E7栋、E8栋别
墅业主恢复原状，相关工作正在进行

中。E3栋别墅业主10日上午开始拆
除违建。”1月10日上午，海口市秀英
区西秀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富力
盈溪谷小区E区多栋别墅存在不同
程度的破坏绿地、砍伐树木、占用河
道等行为，甚至有将建筑废料等倒入
河道的情况。目前，相关整改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中。

“我是2021年9月接手这项工作，
之前的违建为何至今没有整改，我也不
清楚。”针对业主反映的执法力度不够
等问题，该负责人表示，2021年12月
接到业主投诉后，该镇就给涉案的多栋
别墅业主开具了整改通知书。之所以
还未整改到位，一方面是因为西秀镇综
合行政执法中队执法力量有限；另一方
面，对违法行为的确认、执法需要完善
法律程序，相关程序走完后，该镇将依
法依规处理。

该负责人表示，针对富力盈溪谷小
区综合治理问题，1月7日秀英区政府
已经召开专题会议。会议提出，7日
起，对小区内各类建设项目进行停工检
查；要求资规部门提供原始规划图，与
现状相对比，确定违规、侵占行为；各级
执法部门加大巡查力度；针对已经确定
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分类处置，做到一
案一策。

对于E1栋、E2栋以及E区其他
别墅存在的侵占行为，该如何处理？
该负责人表示，将向西秀镇政府主要
领导汇报，制订下一步处置方案。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

违规填河建墙、挖掉绿植种菜、圈出水域养鸭……海口那甲河沿岸乱象频生

河道被侵占，为何管不住？

我省探索建立业主“一户一档”
体验维护平台

可追溯住宅全装修过程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杨

洲）房子装修后再交房，业主最担心的就是房屋
质量问题，以及后续有重新装修需求如何解决。
1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2022年全省建筑工
程质量安全标准化暨全装修现场观摩交流会上获
悉，目前我省已经有住宅项目开始探索在开工前建
立“一户一档”用户体验维护平台，跟踪、收集建筑
主体施工、装修、户型等材料，以便业主收房后追溯
房子的施工建造过程，丰富用户体验感。

当天上午，在观摩项目海口市“中海·汇德里”
施工工地时，建设方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项目自开工前就建立“一户一档”
用户体验维护平台，实时收集材料信息，时刻跟进
主体施工、装修施工，匹配实物信息记录以及户型
内容信息，这些信息可三维全方位可视化展示，可
供业主回溯查阅户型信息和体验住宅的建造过
程，了解施工质量要点，为业主提供增值服务。

海南雨季长，部分房屋外墙、窗户存在渗漏雨
水的问题。为确保房屋质量，该项目建设方在施
工中采用升降式外墙喷淋系统，对外墙和窗户进
行淋水试验，确保房屋交付前不会出现外墙、门窗
大量雨水渗漏现象。此外，该项目采用装配式建
造，采用了预制楼板、预制叠合板、预制隔墙板等
预制构件，外墙采用全剪外墙，同时采用外墙内保
温、全装修等施工工艺，项目装配率达到51%。

民生关注民生关注
海报集团

热线

E1、E2、E3栋别墅业主往外推移建设院墙，侵占河岸。

广告·热线：66810888

本报定城1月11日电（记者肖
开刚）建成污水处理设施但未运行，生
产污水直排到无任何防渗漏措施的坑
塘内，塘满后溢出的污水流入附近沟
渠，污染周边大片农田，并最终汇入南
渡江支流……这是1月11日，海南日
报记者在定安县龙河镇龙泽橡胶厂看
到的一幕。

龙河镇位于定安县与屯昌县交界
处，境内水网密布，有大大小小的沟溪
逾20条。人们向来愿意择水而居，但
现在当地不少居民期盼能住得离这些
沟溪远一些。

“靠近水沟的井水都被污染了，有
异味。我们只能到远离水沟的山坡上
挖深水井用水。”家住屯昌广青农场二
十一队的罗查冬已经在当地工作生活
了二十多年。他说，以前，大家可以下
到水沟里洗澡、捕鱼，但近年来随着上

游建了橡胶加工厂，每年5月至12月
的橡胶收割季，水沟里的水就会变得
发黑发臭。

罗查冬所说的橡胶加工厂，距离
其居住的广青农场二十一队直线距离
有约2公里。记者溯源而上，来到了
这家名叫“龙泽橡胶厂”的民营橡胶加
工厂。

在龙泽橡胶厂内，记者发现，该厂
正在进行天然标胶生产作业，生产线
机器轰鸣，十分嘈杂，用水量较大。但
不远处的污水处理厂区却十分安静，
池内积满了浓稠的污水，未见污水处
理设施运行。走出厂区，在附近田地
里可见两个有一亩大小的坑塘，里面
积满了未经处理直排的污水，且坑塘
无任何防渗漏措施。在其中一个坑塘
的下方，可见一条痕迹清晰的污水沟
直通附近的水沟，源源不断的污水从

坑塘中渗出，流到水沟中。
对目前厂区污水直排的情况，龙

泽橡胶厂负责人吴贤书起初并不承
认，称这是周边居民排放的生活废
水。经记者质疑后，其又表示工厂建
有污水处理设备，但因为水泵损坏导
致未能运行，只能将未经处理的污水
直排坑塘作为应急处理。

“坑塘没有防渗漏能力，确实会造
成污染，接下来我们会把坑塘中的污水
抽回厂区处理后再排放。”吴贤书说。

随后，记者来到龙河镇政府。该
镇河长办负责人甘孙海告诉记者，他
2019年以来曾多次接到村民相关投
诉，为此也曾多次到该厂督促整改，并
曾将这一问题反馈至定安县生态环境
局，推动其加强整改，但问题至今一直
未能整改到位。

而在接到记者反映的龙泽橡胶厂
污水问题后，定安县生态环境局相关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龙泽橡胶厂
的污水处理设施没有在线监测设备，
他们将派出执法人员到现场调查核
实，依法处理。

记者调查发现，此前我省多地
均发现并查处过橡胶加工厂污水污
染环境的问题，龙泽橡胶厂并非个

例。为推动橡胶加工厂污水问题得
到更好解决，本报将持续关注、深入
追踪。

定安龙泽橡胶厂建成污水处理设施但未运行

污水直排沟渠 居民苦不堪言

龙泽橡胶厂的污水直排到厂区外的坑塘中，水体发黑发臭，坑塘
无防渗漏措施。 本报记者 肖开刚 摄

部分业主在那甲河被侵占的河岸种菜。
本组图片均拍摄于1月7日下午。

本报记者 邱肖帅 摄

■ 本报记者 邱肖帅

别墅业主私占
河 岸 建 院 墙、菜
园、花园；圈出水
域养鸭，鸡鸭粪便
直排入河……这是
1月 7日海南日报
记者在海口市秀英
区那甲河沿岸看到
的乱象。

日前，秀英区
富力盈溪谷小区多
位业主向本报反
映，长期以来，该小
区多栋别墅业主存
在侵占那甲河河
岸、破坏绿地、砍伐
树木、填河圈地等
违法违规行为，有
的甚至直接将建筑
废料等倒入河道，
污染环境。记者就
此展开深入调查。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海口109个核酸检测
采样点今日实战演练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陈仕学）1月11日，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将于1月12日15时
至18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
实战演练。

根据通告，演练地点为海口各街道（乡镇）
109个核酸采样点。演练模拟真实场景，涉及的
109个核酸检测采样点均要拉警戒线、工作人员
穿戴医疗防护装备、开展环境消杀、对相关道路小
区实行临时管制等。

通告提出，请被划定为本次演练需进行核酸检
测的居民积极配合，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先行扫描
二维码完成预登记，并携带身份证（儿童携带户口
本），分时、分批、有序到指定的采样点。在采样期间
不扎堆、不聚集，全程规范佩戴好口罩，接受体温检
测，保持1米以上距离，采样结束后即离开现场。

根据通告，凡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来（返）琼
人员、外省来（返）琼人员、48小时内接种过新冠
疫苗的人员，不参加此次全员核酸检测应急演练，
由村（社区）另行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