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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拆迁区水管爆裂多日

附近居民蹭水洗衣服
部门回应：
修好后再次冒水系人为破坏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记者
王天宇）
“我家附近一拆迁区自来水
管冒水很长时间了，一直没修好。”
近日，海口市民刘先生向南国都市
报记者反映，位于海府路与国兴大
道交界处一拆迁区内，自来水一直
向外冒没人管，不仅如此，还有部分
附近居民前来此处取水、洗衣服等，
这么多的水白白的浪费了真是可
惜，希望有关部门能管一管。
10 月 11 日上午，记者来到现场
找到了水管爆裂的地方，冒水点被
一高约 40 公分的木桩堵住，但清水
还是从缝隙处源源不断地往外涌，
其周围已被砖块将冒水点围了起
来，形成一个直径约 1 米的小水池，
并从砖块下的缝隙缓缓流出。因此
处是拆迁区，如不仔细观察很难看
到冒水点。
附近居民李先生告诉记者，该
拆迁区两年前就已经拆除完毕，但
一直闲置到现在，而这里的漏水情
况在一年前就发现了，起初漏水点
不大，但时间一长就变成现在这种
情况了。针对此事，他也向供水部
门反映了，对方也曾派维修人员前

附近村民正在拆迁区的一处自来水冒水点冲刷水桶。
南国都市报记者 王天宇 摄
来维修，但未根本解决。
取水起衣服，就在记者和这位居民
而附近居民张女士说，这么大
交谈中，记者看到一村民拿着两个
的水流量，就这么白白的浪费了真
水桶到这里进行冲刷取水。
是可惜。对此，她希望有关部门派
记者当天将此情况反映到了
人前来修理。此外，她还发现有的 “963111”海口威立雅水务客户服务
村民干脆端着脸盆将此处围成水池
热线，其接线人员表示将会通知维

绿化带破损没人修理
垃圾随意丢在绿化带

修人员前去维修。10 月 13 日记者
接到海口威立雅水务客户服务人员
反馈的情况，并称维修人员已将拆
迁区的漏水点进行处理。然而，在
两天后记者再次接到市民反映，该
处冒水点仍然向外冒水。对此，记
者于 10 月 15 日再次回访发现，现场
确实有被处理过的痕迹，但清水还
是源源不断向外冒。对此，知情者
杨先生说，前几天他确实看见有维
修人员前来维修，但不知为什么过
了两天又开始冒水，他希望有关部
门能够将此情况根治。
15 日下午，记者将此情况反映
到了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当
日下午 5 时许，该公司管网维修部有
关负责人向记者反馈，经维修人员
现场查看发现，冒水点有刀砍痕迹，
此处再次冒水系人为破坏。
“ 在日前
维修时维修人员将冒水点堵住后，
同时对此处进行填埋，但这次到达
现场后冒水点却被挖开。”该负责人
称，目前维修人员再次将冒水点进
行了处理，同时希望市民爱护公共
设施，如再次出现人为破坏自来水
管道情况将报警处理。

美丽沙海滩不让市民进
市民：又不是“私家花园
市民：
私家花园”
”
房产商：
房产商
：台风后复建暂停开放

海口大园路南段环境卫生差引市民吐槽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记
者 党朝峰）
“只要有风，大园路南段
上的垃圾就漫天飞扬，想起每天经
过这条路都头疼。”日前，南国都市
报热线接到市民对海口市琼山区
大园路环境卫生差的投诉。记者
走访发现，大园路南段两侧的绿化
带出现多处损毁，并且两侧住户将
各类生活垃圾丢在绿化带内，该段
路的环境卫生的确不容乐观。
记者走访时看到，虽然路上不
时可以看到有环卫部门的垃圾车，
但大园路南段两侧长度不到 200 米
的 绿 化 带 中 仍 有 玻 璃 碎 片、烂 书

包、塑 料 袋、剩 饭、拖 把 等 生 活 垃
圾，这些垃圾遇到风吹时，便散落
在道路上，的确给经过的行人带来
不便。除了垃圾外，绿化带外围的
石块有多处破损，个别竖立在绿化
带中的道路指示牌和电线杆也倒
在绿化带中没人及时清理。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由于两侧
饭店和商铺多，环境卫生一直不是
很好。也有住户认为，环卫部门的
垃圾车停放较远，加上商铺门外人
行道上的垃圾箱极少，因此很多住
户为图省事，便将垃圾扔在绿化带
中，等待环卫工人清理。

近日市民反映，海口美丽沙海滩被房产商拦起来，禁止市民进入，公
共海滩成了房产商的“私家花园”。记者 10 月 15 日上午 10 点多赶到现
场，见到去海口美丽沙海滩的道路被拦着，一保安在值守。记者当做游
人朝海滩方向走去，被保安拦住。记者表明身份后，
负责现场的保安说，
进入需要售楼处领导同意。记者随后来到新世界·美丽沙售楼处说明来
意。一工作人员请示售楼处领导后说，
美丽沙海滩因为台风破坏严重，
现
正在修整，
修复好后会择日向公众开放。
南国都市报记者 汪承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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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料奖
陈先生 《未检疫羊一夜之 80 元
间消失》
黄先生 《轿车撞倒横穿马 50 元
路男子后逃逸》
陆先生 《环保砖厂烟囱排 40 元
污所致？
》

白沙门公园现大片空地

市民以为开发房地产

公 园 管 理 处 ：海 防 林
被台风摧毁，将复植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记
者纪燕玲 实习生刘少珠）
“白沙门
公园里冒出一大片空地，旁边还有
一些蓝顶白墙的简易建筑，不会是
要建房地产吧？”热心市民刘先生向
记者反映。记者采访了解到，此处
原是海防林，遭两次台风袭击后管
理方正准备复植。
记者今天来到现场看到，空地
就在白沙门公园管理处办公室的旁
边。公园管理处办公室正是蓝顶白
墙的平房建筑。空地上都是黄土，
还剩余少量木麻黄。随后，记者找
到了白沙门公园管理处的值班经理
商女士。她表示，根据灾后防风林
绿化方案，台风毁坏的防风林上将
建生态停车场，停车场面积约 1 万
平方米，地面铺设草砖，车间距种植
抗风力强的树种，绿化不会破坏，同
时缓解周边道路的停车压力。

坐护栏上玩手机
既不雅又危险

10 月 14 日上午，在海口市文明
中路的路旁，一男子坐在有一米五
高的铁杆上玩手机，后面是花坛，左
右都没有扶手，这样坐在护栏上玩
手机，既不雅观也不安全。
南国都市报记者 刘孙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