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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一扇窗从天而降砸她身边
事发海口一小区，工人手滑致窗户坠下 8 楼，所幸无人员伤亡
南国都市报 1 月 10 日讯（记者 文盛）
“砰！一声巨响，一扇窗户从天而降，在离
我不到 5 米的小区露台摔个粉碎。”回忆起
1 月 9 日发生的事情，家住海口某小区二楼
的杨阿姨心有余悸。施工方海口客来福全
屋定制公司负责人表示，工人在施工中不
慎手滑造成意外事故，该公司愿意赔偿相
关损失。小区物业也表示，今后将加强巡
逻监管，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一扇窗户从天而降
二楼业主离坠落点不到 5 米
“9 日中午 12 点多，屋外突然传来一
声巨响，扭头一看，一扇窗户在二楼露台

摔得粉碎，到处都是玻璃碎片。”住在海口
某小区的杨阿姨说，
“一楼是架空层，我家
住的二楼有露台，如果当时露台上有人，
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杨阿姨的儿子温先生立即找来
物业工作人员，经过排查，确定窗户是从
该栋 8 楼一户业主家掉下来的。“当时装窗
户的工人就在里头，但事发后，他既没有
下楼查看，也没通知物业。
”温先生告诉记
者，在联系施工方海口客来福全屋定制公
司的负责人后，对方直到当天 18 时才出面
协调。“虽然对方愿意承担损失进行赔偿，
但态度让人难以接受，对方觉得没伤到人
就不是大事。
”温先生说。

“我们以前没发生过类似事件，今后会
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海口客来福全屋定制
公司张姓负责人对记者称，当时工人在安
装窗户，不慎手滑导致事故发生，公司愿
意承担给楼下业主造成的损失。

小区高空坠物频发
曾掉落钳子、砖石等杂物
“从去年年初入住以来，几乎每个月都
有东西掉下来。”温先生告诉记者，烟头、
槟榔渣这些东西已经司空见惯，还曾经有
钳子、砖石等重物掉下来。“帐篷用了不到
3 个月，被砸得千疮百孔，最后只能扔
掉。
”温先生表示，他曾向小区物业多次反

走访五指山贫困户 省委外办送祝福
南国都市报 1 月 10 日讯（记者 李梦瑶）
“水满乡的茶叶很不错，如果能把好农残检
测等品质关，可以在茶叶市场获得更多赞
誉。”10 日下午，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一行来到五指山市水满乡，了解当地贫困
状况及帮扶需求，提出将充分利用省委外事

办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助推当地走上可持
续发展的脱贫道路。
座谈会上，该办公室负责人说，“脱贫
致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认为水满乡的
脱贫攻坚工作可以聚焦产业扶贫、教育扶
贫、就业扶贫及消费扶贫，通过培训产业完

善‘造血’功能，通过教育扶贫切断贫困代
际传递，并努力创造就业及消费机会。”该
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充分利用外事资源，发
动全系统力量，助力水满乡打赢脱贫攻坚
战。当天，调研组还为帮扶驻点毛脑村的贫
困户送去慰问金及新春祝福。

关注
“110 宣传日”主题活动
海口 110 指挥中心 2018 年接报警电话超 218 万次

4 成来电是
“熊孩子”
开玩笑
南国都市报 1 月 10 日讯（记者 徐培培）
2019 年 1 月 10 日是我国第 33 个“110 宣传
日”，海南省公安机关开展以“警民牵手
110，共创平安迎大庆”为主题的宣传活
动，海口警方在海口汽车西站等 6 个场所，
对群众面对面服务。据统计，2018 年海口
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骚扰电话 40 万
余次，占总量的 40%，超过 70%的骚扰电

话来自未成年人。
2018 年，全省 110 报警服务台接报警电
话 2184566 次；有效报警 749101 起，刑事警
情 54711 起，治安警情 264071 起，交通事故
警情 248183 起；110 服务台向 12345 政府服
务热线推送非警务警情 54734 起，12345 热
线分流警情 43281 起；出动警力 2490864 人
次，现场抓获违法犯罪人员 3170 人。

去年我省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和服务
群众工作呈现“一升三降”：一是为民服务效
能提升，受理为民服务类警情 119081 起，同
比上升 15.8%。二是刑事案件下降，立刑事
案件 33304 宗，同比下降 7%。三是治安案
件下降，受理治安违法案件 50155 宗，同比下
降 15.8%。四是交通事故下降，适用一般程
序处理的交通事故 2692 起，同比下降 6.9%。

映相关情况。
“现在家人都不敢去露台，建议物业在
每户装修施工期间要求封窗。如果有需要
户外作业或安装窗户的，需提前跟物业报
备并核查资质。同时要在人行通道设置警
示标志，并通知有露台的业主在楼上户外
施工期间不要外出。希望物业能执行方
案，保证业主的安全。”温先生说。
对此，该小区物业管理负责人告诉记
者，关于高空坠物的宣传警示工作，小区
多处都张贴了公告。这件事情发生后，物
业方面会认真考虑温先生的建议方案，并
且加强对装修施工的管理，加强现场监督
和安全提醒，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
优秀方案即将评出
南国都市报 1 月 10 日讯（记者
党朝峰）日前，记者从海口市规划
委获悉，参与中国（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
计方案国际征集活动的 6 家世界知
名设计机构，按应征要求于 1 月 5
日提交了设计成果，此举标志着海
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取得了
重要进展。1 月 10 日至 11 日将对
设计方案进行评审，评选出 1 个优
秀方案，2 个优良方案。
据介绍，6 家设计机构提交的
设计成果包括设计文本、起步区城
市 设 计 模 型 等 文 件 。 10 日 至 11
日，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海
口江东新区领导小组将召开设计方
案评审会，评审委员会专家将对江
东新区起步区进行实地踏勘，审阅
6 家设计机构提交的应征成果，听
取各设计机构首席设计师进行的方
案汇报，然后对 6 家设计机构提交
的城市设计方案成果进行评审。

专题

东方公安组织开展 2019 年“110 宣传日”活动

宣传日活动现场。姚传伟 摄

为开展好 2019 年全国第 33 个“110 宣传日”活
动，1 月 10 日上午，东方市公安局紧扣“警民牵头
110，共创平安迎大庆”这一活动主题，由指挥中心
牵头组织政工、刑侦、治安、禁毒、经侦、出入境、
交警、国保、反恐、网监、法制等部门，并联合火车
站派出所在东方高铁站广场前集中开展 2019 年“110
宣传日”活动。
宣传日活动期间，各单位同志整齐坐在宣传台前
接受市民的咨询，并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资料及讲解
公安工作。活动大力宣传了 110 快速反应处置各类警
情以及当前扫黑除恶、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禁毒三年
大会战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三年攻坚战等重点公安
工作，并着重宣传了公安机关在打击犯罪、维稳处
突、抢险救灾以及热情服务群众等方面的举措和成
效，通过宣传活动向社会展现了东方市公安局近年来
在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加强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
的成绩，进一步增进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
持。
在省公安厅以及东方市委、市政府的的坚强领导
下，通过全体民警、辅警共同努力，东方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 2018 年接报有效警情 7775 起，同比
2017 年 10923 起下降 28.8%，社会治安大局继续保持
稳定态势。
（姚传伟 卢普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