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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机严重超载压塌老桥》

肇事司机承担全部责任，将受处罚

政府将尽快修复垮塌的老桥
南国都市报 8 月 11 日讯（记者 吴岳文）
8 月 9 日凌晨，文昌文城镇一座禁止超重车
辆通行的危桥被一辆满载砖头的货车压
垮。11 日，交警认定肇事司机承担全部责
任，依法对其处罚。桥塌了导致周边村庄
近 2000 位村民出行难。文城镇副镇长陈文
强表示，目前正在联合水务局、交通局做
调查和规划，将尽快对该桥进行修建，预
计费用大约 30 万元。

肇事司机承担全部责任
8 月 9 日凌晨 5 点多，司机唐先生驾驶
中型货车拉砖，为躲避交警检查抄近路，
不听村民劝阻，冒险通过一座 30 多米长的
危桥，货车行驶到桥中间时，造成桥塌车
损。唐先生躲过一劫，没有受伤。事发
后，唐先生被交警控制。
8 月 11 日，文昌市交通管理大队林队
长告诉记者，货车上的砖重量大约 13 吨，

文昌提前完成
三年拆违总台账

加强巡查和查处，共拆
违 15 万平方米
南国都市报 8 月 11 日讯（记者
吴岳文）8 月 10 日，文昌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局对文昌大道沿线汽
修中心等 4 处违规建筑依法拆除，
拆除总面积 520 平方米。文昌整治
违法建筑三年攻坚行动总台账共
14.6 万平方米，目前拆违已达 15
万平方米，已经提前超额完成。
记者在文昌大道执法现场看
到，执法人员在违规建筑周边拉
起警戒线，一辆挖掘机正在对违
建房屋进行拆除，违建房屋轰然
倒塌。建筑垃圾被转运至货车上
运往垃圾处理场。同时，在距离
此处百余米的地方，还有一家私
搭乱建、占道经营的汽修中心
也被拆除。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
文建里，将两处违建的房屋和印
刷房拆除。
今年以来，文昌加大打违力
度，在城区已经拆除违法建筑 1
万多平方米。文昌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执法处理室主任陈飞燕
介绍，两年多来，文昌市保持对
违法建筑的高压打击态势，建立了
防违控违长效机制。在控违方面，
文昌市城市管理综合加强巡查，
多渠道畅通举报和投诉违法建筑
信息，加大力度对违法建筑的查
处。主要对重点区域、重点项目建
设用地范围内的违法建筑，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水
源保护区内的违法建筑，闲置土地
上违法建筑，城镇主城区违法建
筑，传统村庄规划区内及周边的违
法建筑，铁路、国道省道公路等交
通主干道两侧及河道两岸违法建筑
等进行整治。“文昌目前正在全面
推进‘双创、双修’工作，仍将坚
持对违法建筑的查处力度。”陈飞
燕表示。

已经超载，且涉事车辆从 2013 年开始就没
有年检，车辆已被注销。交警认定，肇事
司机唐先生的行为违反了相关交通法规，
承担这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依法对其
进行处罚。
唐先生今年 36 岁，是海口市甲子镇
人，开货车已有 10 多年。事发后，他十分
懊悔，愿接受交警的处罚。

水务、交通等部门将尽快修复
11 日下午，记者看到，下园水闸桥垮
塌后，文城镇政府已经在桥的两头砌起挡
墙，防止发生意外。这座桥建筑年代已
久，桥下方横梁出现了宽度超 3 厘米的裂
痕，桥墩长满青苔，靠近桥下坡处的护栏
不见了，桥下是从文昌河流向大海的河水。
文城镇副镇长陈文强告诉记者，该桥
长 30 多米，是上世纪 70 年代文昌市水务
局修水闸配套搭建的简易桥，平时只允许

小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和行人通行。“早
在 8 年前，就已经被相关部门鉴定为危桥
了，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因此有关部门在
桥头路段设立了安全提示牌，只允许 2 吨
承重量的车辆通过。”
青山村委会主任郑在潭介绍，2010 年
文昌发生洪水灾害，下园水闸桥受损被鉴
定为危桥，并申请资金修建。
“当时文昌市
水务局答复称，已上报国家水利局拔付专
项资金修建，但直到 2016 年都没有回音。
今年年初，村民拨打文昌党风政风行风热
线询问此事后，文昌市水务局副局长、市
三防办主任陈时顺表示，他们已在 7 年前
打包申请该笔专项资金，但一直没有批下
来，要等专项资金拨下来才能修。”
郑在潭说，下园水闸桥虽然已经残
旧，但一直是附近村民进出城区的交通要
道。现在桥毁了，严重影响到青山村委会
下园村、田边村等周围 10 个村近 2000 位

文昌将建万亩大草原
总投资 1 亿元 养 10 万头羊
南国都市报 8 月 11 日讯（记者 吴岳文）记
者 8 月 11 日获悉，文昌市罗豆农场加快推进
“琼北万亩大草原农业田园综合体”项目建
设。在 8 月初，草牧基地项目在罗豆农场正式
开工，首期规模 3000 亩，二期种植约 7000
亩，饲养东山羊 10 万头，加工厂年生产牧草
100 万吨，总投资 1 亿元。
罗豆农场不断推进牧草种植、加工项目，
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产业，将当地撂荒地变废为

宝。11 日，罗豆农场有关负责人介绍，将引
进国际先进的现代农业集团，发展大型牧草深
加工产业，以牧草加工为支撑，延长草原农业
田原综合体产业链条，保证牧草种了有销路，
保障农民生产生活和农场发展。罗豆农场牧草
基地打造成熟后，还将以罗豆为核心，向锦
山、铺前、翁田等镇扩展，把罗豆农场发展草
牧业的经验，向整个文北地区推广，对文昌建
设现代生态农业发挥引导和示范作用。

海口出台措施发展装配式建筑

最高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
南国都市报 8 月 11 日讯（记者 胡诚勇 实
习生 崔阳） 记者 11 日从海口市政府获悉，海
口原则上审议通过了 《海口市关于推进装配式
建筑发展实现建筑产业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下简称 《实施意见》），争创国家建筑产业现
代化试点城市。
根据 《实施意见》，海口从 2017 年起，有

序推进试点项目建设，到 2020 年，海口全市
新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不低于
15%，其中政府投资工程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
不低于 50%
装配式建筑是指用预制的构件在工地装配
而成的建筑。这种建筑的墙体可以反复拆卸，
重复利用，不会由于拆墙而产生建筑垃圾。

海口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激励措施
《实施意见》 从用地保障、财政金融政策、税费优惠、鼓励与支持、招投标政策、保障
运输通畅、优先评优评奖等方面，制定了实实在在的激励措施。
培育建筑产业现代化研究机构，鼓励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1 心或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的企业，一次性给予 100 万元的补助。
2 省级认定的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
3 国家认定的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
对计容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以上且预制装配率计算的对应建筑面积，给予建设单位城市
4 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
建设单位在办理规划许可手续时，可先办理 50%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缓交手续；待市装配式建筑专家委员会审核确认后，再行办理所缓交 50%费
用的减免核准手续。

5 对采用装配式技术建造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及政府投资项目，所增加的成本计入项目建设成本。

村民的出行，还耽误孩子上学。
村民们告诉记者，以前他们从桥上经
过去市区，仅 1 公里左右的路程，非常便
利。现在桥面塌陷，村民要绕道从外围的
公路进城，比原来增加了近 10 公里的路
程。村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重新规划建设
下园水闸桥，早日建成新桥。
文城镇副镇长陈文强表示，下园水闸
桥垮塌后，镇委镇政府高度重视，目前正
在联合水务局、交通局做调查和规划，将
尽快对该桥进行修建，预计费用大约 30
万元。
文昌市水务局副局长黄兹雄说，将会
对整个水闸进行除险加固，同时还会进一
步完善交通设施，但是从水利工程的角
度，不建议把这个工程作为村民出入交通
的一个要道。
“由于水闸桥的结构和主要功
能还是用于蓄水泄洪，修复后还是不建议
作为交通主干道来使用。”黄兹雄称。

南海（三亚）开渔节
下周三隆重举办
南国都市报 8 月 11 日讯（记者
谭琦）古老隆重的祭海仪式、特色
鲜明的龙王巡游……这些特色的开
渔活动，将在崖州的开渔节呈现。
记者从第二届中国南海 （三亚） 开
渔节组委会办公室获悉，本届开渔
节将于 8 月 16 日在崖州中心渔港
隆重举办。
据了解，本届开渔节结合渔民
自发组织和政府权威主办两种形
式，即由渔民自发组织龙王巡游、
祭海仪式等传统活动，由政府权威
主办开渔仪式，发起蓝丝带保护海
洋倡议，以“南海牧渔，环保先
行，耕海千里”为主题，以“珍爱
海洋、科学捕护，人与海洋和谐发
展”等环保内涵为节庆理念，使崖
州海洋文化得到深化和发展。

三亚启动
美丽庭院创评工作
南国都市报 8 月 11 日讯（记者
孙学新） 三亚启动美丽庭院创评
工作，每季度将从各区每个美丽乡
村建设示范村中评出 5 户“美丽庭
院”示范户，分别给予奖励。
三亚“美丽庭院”创建活动将
按照“十镇百村”的整体部署，重
点围绕 100 个美丽乡村自然村示范
点，深入开展以美化优化庭院为重
点的“美丽庭院”创建工作，着力
打造“清洁美、整齐美、布局美、
绿化美、家风美”的美丽庭院。
这项活动还建立了考核奖励机
制。三亚各区将从每个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村中每月、每季度评出 5 户
“美丽庭院”示范户，分别给予
300 元和 500 元的奖励。获评该市
“优秀卫生联络员”及“优秀保洁
员”也将获得 500 元的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