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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映工地自制“问题烟道”
部门：
送样检测合格 总承包企业可对各专业工程自行施工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 （记者 孙
春丽） 作为一名普通市民，对家里安装的
排烟管道一般都不会太在意。但是前不
久，有群众向南国都市报记者反映“远大
购物广场 B 区”项目在建楼盘中，大部分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排烟管道，令他震惊
的是，该项目的排烟管道是工人自己在工
地内的房间里生产，存在安全隐患。10 上
午，海口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到现
场查处，并表示对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要
坚决打击，并加大对排烟管道质量的管
理，规范排烟管道行业发展。

市民举报：
工地生产国家淘汰的排烟管道
10 日，徐先生告诉记者，他经过实地调
查，发现“远大购物广场 B 区”项目在建楼盘
使用了国家明令淘汰的排烟管道产品。这
些排烟管道的增强材料，
使用了国家禁止使
用的高碱玻璃纤维产品。举报人称，这种高
碱玻璃纤维产品，早在 1999 年就已经被国
家明令禁止使用。
“11 月 25 日我就向相关部门投诉过这
个建筑工地使用了劣质的排烟管道，今天
早上，我又来到现场，发现有工人在工地
现场室内生产排烟管道，我就录下了视

东方一村庄用水难

自来水公司：
正重接管道

记者走访：
残留物可见纤维网制品
10 日中午，记者来到“远大购物广场 B
区”项目楼盘第 20 层，看见工地现场室内有
生产好的排烟管道，
还有一根破损放在地上
的排烟管道。
“这里面的纤维网是国家明令
禁止使用的，
我希望相关部门能在多方见证
的情况下，对这里的排烟管道进行第三方检
测”徐先生说道。
当天，接到徐先生投诉的问题后，秀英

区住建局协调了海口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站的洪工到工地现场了解情况。洪工
现场通知了工地施工方和开发商负责人到
现场接受调查。洪工告诉记者说，去年 11
月份接到关于远大购物广场 B 区工地的投
诉后，市质监站已组织项目建设、监理、施工
单位到现场核实，
并责令施工单位限期提供
《住宅厨房、卫生间排烟道检验报告》。如果
有使用不合格排烟管道产品，
市质监站将要
求停止使用该产品，并责令该项目将现场已
安装的排烟道全部拆除。
“我们的产品都是有合格证的，同时我
们也有资质，允许在工地房间内生产排烟管
道。”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刘先生表示，
他们生产的排烟管道的厚
度是达标，达到国标要求的标准，并可以提
供质量检验报告书。
同时，该工地相关负责人现场提供了
一份质量检验报告书称，检测结果显示这
些排烟管道是合格的。不过记者也注意
到，该份报告的末尾也备注了：本报告仅
对来样负技术责任。

主管部门：
总承包可对各专业工程自行施工
工地现场室内生产排烟管道是否合

女子患乳腺癌要输血化疗，家人献血不成

盼好心人热血相助

规？海口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表示，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现场组织制
作、安装排烟道，该企业具备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取得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施工
总承包工程。同时水泥预制产品没有生产
资质审批要求。施工总承包企业可以对所
承接的施工总承包工程内各专业工程全部
自行施工。同时，项目现场制作排烟道的原
材料，包括水泥、砂等原材料在监理工程师
见证下进行取样送第三方具有资质的机构
检测，
具备检验报告后方可使用。项目生产
的成品按要求，由参建各见证取样，委托第
三方具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
“10 日上午监督人员与投诉人到 20 楼
现场，
未发现存在生产排烟管道情况。是否
存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后生产烟道，需进一
步调查及查找相关证据。”
海口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建筑
二科科长冯勇说，针对市民提出的拍摄到了
当天工地房间内在生产排烟管道的视频和
照片，
可以提供给质监站进行调查。如果反
映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后生产烟道的情况
属实，经设计单位确认后，应按新标准对产
品质量进行检验。假如新的检测结果显示
不合格，那么该拆除的肯定要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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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摊煤气罐无禁烟标
识安全堪忧》

月
日 ，临 高 女 子 郑
1 10
少梅坐在病床上。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
（记者 姚传伟）东方市下红兴村陷饮
用水荒月余，村民用水成难题。下
红兴村明明有自来水管，为什么饮
用水会紧缺呢，
问题究竟出在哪？
“首先是我们昌化江的水源已
经不足，加上现在的候鸟人口增多
了。我们自来水公司饮水出厂的
能力，满足不了这么多人的需求。”
东方市自来水公司相关人士说，此
外还有地势的原因，与上、下红兴
村相比，自来水厂的地势偏低，导
致管道在输送自来水的过程中，出
现了水压不足的情况，村里的自来
水也因此供应不上。
东方市自来水公司方面透露，
首先是分阶段给供水，同时协调好
洒水车，暂时解决一下用水紧缺问
题。
“ 我们还从海航基地管尾末端
这边，重新接一条直径 160 毫米的
管道到上下红兴村，缓解他们的用
水问题。
”该人员说。
据介绍，目前这条直径为 160
毫米的管道已完成路线设计，施工
队伍也已经开始进场施工。施工
方承诺，该工程预计在两周内完工
并顺利实现供水。届时，上、下红
兴村的村民就能再次用上洁净安
全的自来水，村民用水难的问题也
将得到缓解。
“在施工期间，我们尽可能协
调相关公司，每天用送水车送四车
水到上下红兴村，以保证上下红兴
村村民日常吃饭用水问题。”东方
市自来水公司相关人士说。

频，向媒体报料此事，希望能得到相关部
门的重视”徐先生告诉记者，拍下视频是
为留下证据，如相关部门有需要配合的，
他都会全力配合。
“如果排烟管道的厚度不达标，没有达
到国标要求的标准。由于管壁很薄，抗柔抗
冲击不达标，
不但容易炸裂，
还会引起倒塌，
仍然使用的是劣质纤维网，
这些劣质纤维网
会影响身体健康。
”徐先生说，此外，
按照《住
宅厨房、卫生间排气道》标准的规定，排烟管
道耐火性能应超过 1 小时。
记者在徐先生提供的视频中，发现在工
地的 20 层楼内，有一根刚加工好的排烟管
道，表面上的水泥还未干，旁边有几根加工
好的排烟管道堆放着。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 （记者 王洪
旭 文/图）“小姨查出患恶性肿瘤且贫血，急
需输血治疗再化疗，希望好心人帮忙。”1 月
10 日上午，来自临高县美台镇的陈女士向南
国都市报求助称，她的小姨叫郑少梅，目前在
省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住院治疗，已经发动家人
和亲戚朋友去献血，但因身体太瘦、或贫血等
原因，不符合献血的条件，为此求助社会好心
人帮忙献血。
当天，记者在该医院肿瘤内科病房见到了
41 岁的郑少梅，她看上去十分疲惫，精神状态
不好，侄女陈女士在一旁陪护。郑少梅说，3 年
前就发现右侧乳房有肿块，但是不疼也就没有
在意，去年 7 月有些疼痛，去检查过一次并在当
地做了治疗。到去年 12 月，病情开始加重。
1 月 4 日，郑少梅到省人民医院住院治

疗，经检查，其右侧乳房有肿块，考虑是乳腺
癌；左侧腋窝淋巴结肿大；贫血，血红蛋白只
有 44g/L。
据李医生介绍，
因为郑少梅有贫血的症状，
属
于化疗禁忌症，
急需先输血治疗，
待血红蛋白恢复
到80g/L时，
才可以做化疗。目前，
已经申请进行
了两次输血治疗，
其血红蛋白恢复到了67g/L，
还
需进一步输血治疗，
已经做了用血申请，
同时也让
患者家属积极献血，
帮助患者尽快治疗。
陈女士说，她小时候在小姨家生活过，小姨
一家对她很好，这次得知小姨患病，她放下工作
来照顾，并发动身边亲戚朋友去帮忙献血了，希
望有好心人能伸出援手，捐献热血救救小姨。
如果有好心人员愿意献血援助，可以拨打
南国都市报 966123 热线咨询，或到就近的献血
车或献血点捐献。

她家水管被亲戚破坏
警方将联系司法调解
南 国 都 市 报 热 线 966123 讯
（记者 石祖波）连日来，家住海口
市秀英区永兴镇罗经村委会美德村
的蔡女士拨打南国都市报 966123
热线求助反映，去年 12 月 30 日，
她老家的入户自来水管莫名被人故
意砸破，家里近几日正常生活用水
成了难题，针对故意破坏的行为，
家人已反映到当地派出所。
“12 月 30 日，父母在家打开
水龙头用水放不出水，到屋后仔细
查看才发现，入户的自来水管（塑
料 材 质 水 管）已 被 人 砸 破 了 一 个
洞。”据蔡女士反映，事发后，她
的父母连忙报了警。
针对水管被砸一事，辖区永兴
派出所分管片区的办案民警向记者
介绍，接到报警后，他们已经第一
时间到场调查，发现美德村村民蔡
海华家的入户水管被砸破，事后已
经掌握肇事行为人，但因双方属亲
戚关系且对现场的土地遗产继承问
题存在分歧，近期，将尽快联系辖
区司法所介入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