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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下午&时
许# 位于海口市海垦路的海南三叶医
药物流商城内的&号仓库发生火灾#火
灾系一辆装载医疗器械货车起火引
发$大火于当日下午$时许得到有效控
制#仓库内的'人全部获救$目前#火灾
原因和财产损失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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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时$%分许#记者刚由金
牛路拐入南海大道#便看到阵阵浓烟#

继续前行至南海大道与海垦路交汇
处#上百名围观者在驻足路边$ %好像
是海南三叶医药物流商城内的仓库着
火了#消防车都赶到现场了$ &一名正
在拍照的市民告诉记者#当日下午&时
()分许#他骑车经过这里时#便看到浓
浓黑烟# 一打听才知道是海南三叶医
药物流商城内的一个仓库着火$

%我当时听到几声爆炸声# 好像是
轮胎爆炸的声音# 跑出来就看到是仓库
那边着火了$ &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说$

%那辆货车好像有&%吨#上面装的
货物都被烧光了$&现场一围观者告诉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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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三叶医药物流商城海垦路一
侧入口处#有消防栓已被打开#几辆消
防车停在路边# 现场聚集了不少围观
群众$ %着火的是&号仓库和门口的一
辆大货车& 从围观人群中得知具体的

起火地点后#记者便立即赶到现场$记
者看到# 在一栋)层高的楼房东侧一
处#仓库门前停放的一辆货车$货车上
的货物和仓库的一个窗口# 火仍在燃
烧$墙壁已被熏得乌黑#玻璃窗户几乎
全部烧毁# 阵阵烟雾从东侧大门内涌
出#多名消防官兵正在用喷水枪灭火#

现场已拉起警戒线$

%那辆货车好像有&%吨吧#上面装
的货物都被烧光了$&现场一围观者告
诉记者#当时火燃烧的速度特别快#根
本就来不及扑救#仓库内有'人#消防
员正在救援$

记者注意到# 着火仓库东侧是海
职院的一栋教学楼$%幸好今天刮的是
西南风#不然学生也要'吃(到刺鼻黑
烟了$ &现场的一名围观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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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许# 记者看到有消防官兵拿着
一木梯#快步跑向&号仓库东侧靠北一
处$木梯放好后#一位身穿短袖白衬衫
的男子# 从二楼一窗户顺着木梯爬下
来$当记者试图与其交谈时#该男子却
不愿多说#随即快步离开现场$ %这才
救了一个#楼顶上海有)个人呢)&一名
围观者说$

下午$时&%分许#在&号仓库北侧#

消防官兵正在用消防云梯营救被困在
楼顶的)人$经过两次施救#被困的)人
全部获救#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孕妇获
救后#便护送上一辆*&+急救车#进行
输氧治疗$确保安全后#该名孕妇被赶
到现场的家人接走$

在记者的不断追问下#在获救的'

人中#有&人接受了记者的简单采访$

%我当时在仓库,楼# 突然看到楼
内冒出浓烟#才知道起火了$ &回想亲
历一幕#获救的小曾依旧心有余悸$

小曾说# 他是国药控股海南有限
公司的员工#事发时正在仓库内#在得
知仓库起火后#因楼道口烟比较大#无
法通行#他和其他被困者就一起跑到)

楼楼顶$%我现在感觉还好)&小曾告诉
记者# 他是看到浓烟后才意识到着火
了#但之前没有人通知他$

据另一获救者介绍# 那辆着火的
货车是往他们公司送货的$%我当时正
在)楼仓库#等着那批货#怎么也没想
到货车会突然起火$ &

对于这场火灾# 那名孕妇和其家
人并不愿多说$

记者从知情人那里了解到#货车
起火引起了旁边的药品仓库起火#仓
库里的很多药品被烧毁$ 而货车上装
载着满车的针管等医疗器械#也完全
被烧毁$ 估计损失较大$

记者从海南三叶医药物流商城

的一位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着火的&

号仓库# 有好几家医药公司在使用$

记者也注意到#着火的仓库门前挂的
牌匾有* 海南悦健药业有限公司+国
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海南普朗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等$

该工作人员说#当天下午&时许#

一辆装载医疗期器械的货车# 驶入&

号仓库东侧门口#还没等卸货#就突
然起火了# 因为今天的风比较大#货
车上的火先殃及旁边的两辆小车#随
即又导致&号仓库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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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断线风筝有多大本事#你可能
想象不到$ 它%吓&得一架正准备降落
的飞机#备降至&%%多公里外的另一个
机场$ 最终#还需出动消防车+驱鸟枪
才能将其%击落&$这就是$月&&日出现
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一幕$

$月&&日*$*$%分# 美兰机场现场
指挥中心接到-./""0机组通知#在机
场西侧跑道西下滑台上空)+米左右高
度发现一只黑白相间的风筝$ 机场场

务人员接到通知后立即前往西侧区
域$由于当时风力较大#这只断线风筝
持续在空中盘旋# 机场首先出动消防
车用水打湿风筝# 随即用驱鸟枪打中
风筝骨架及面纸#将风筝打下$

据了解#因该风筝在美兰机场+"航
向机房上空往北方向飘浮#致使当日海
航-./'&1航班 !执行温州至海口"#原
计划*)23+分降落海口美兰机场# 备降
到三亚凤凰机场#其余航班均改在其他
方向降落#直至风筝被击落后才恢复使
用西侧方向降落$

据美兰机场场务人员介绍#除了干
扰飞行员视线及正常操作外#风筝一旦
被吸入航空器发动机#将极有可能造成
飞机发动机或仪表指示故障#从而导致
航空器无法正常起降,若风筝在空中与
高速飞行的航空器相撞#也会对飞机外
部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美兰机场提醒广大旅客及周边村
民确保飞行安全$%清明节&将至#燃纸
钱祭祖+燃放烟花爆竹+放风筝及气球
等活动#将会影响飞机正常起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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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种了(,年的西瓜#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近日#在琼
海市中原镇承包土地种植西瓜的方
清凉致电本报琼海站# 向记者讲述
了()+亩西瓜面临的%灭顶之灾&$

%这些西瓜都是从内向外一点
点烂掉#还有一些小瓜长势畸形#根
本就卖不掉$ &3"日下午#方清凉在
瓜地里指着一堆烂瓜对记者说$

方清凉来自浙江温州# 在海南
各地种植西瓜已有(+多年# 这次在
中原联光村委会贡山村种植的()+

亩西瓜生病后# 他根据经验用尽了
各种办法#仍不见有效$ 无奈之下#

只好提前将不到1分熟的西瓜摘下#

想方设法联系商家后尽快卖掉#避
免遭遇更大的损失$

记者查看方清凉打开的一个西
瓜#发现西瓜外表看上去完好#但从
中心部位开始发黑烂掉# 而且有逐
步向外扩散之势$

方清凉说#他一家人在这()+亩西
瓜上已经投资了(++多万元#按照正常
情况# 每亩瓜地可以收获西瓜$+++斤

左右# 但是现在连1++斤都收不到了#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万元$

方清凉怀疑位于中原镇的一家
椰子加工厂排放的废水是造成西瓜
得病的原因$ 该工厂排放的废水流
经农田后流入到一个水塘里#而这个
水塘的水正是方清凉及周边农户灌
溉的水源$ 方清凉说#有时废水是白
色的#有时是黑色的#气味特别的臭$

记者和方先生顺着水源#一路来
到了位于中原镇的一家名为%琼海中
原甄想记明记椰子加工有限公司&的
椰子加工厂$ 该厂总经理助理温先
生向记者表示#该厂排污符合国家相
关标准#并且每月都会向主管部门缴
纳%排污费&$ 记者提出查看排污的
相关许可证件+ 以及污水的监测书
等#温先生以%老板+法律顾问不在&

为由#拒绝提供$

关于方清凉拍摄的画面#该公司
负责人解释称#污水管道下面的金属
支架经常遭到不法分子盗取#导致管
道破裂#未经处理的污水流出$ 但是
公司方面一直都在加强监管#避免这
种情况发生$

cdefghijklm

接到记者的反映后#琼海市国土
环境资源局国土环境监察大队执法
人员赶到现场#对椰子加工公司以及
方清凉地头的污水进行了取样$

执法人员表示#该公司的确有排
污许可#但是也不排除厂家为了减少
经营成本#停止排污设备的运营$ 他
们要先根据检测结果作进一步调查#

如公司排放的污水超出国家标准#将
要求厂家整改#并给予处罚$

公司方面表示#如果污水确实影
响到农作物的生长#他们愿意承担相
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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