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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因家庭矛盾跳 8 米深井
消防员深入水下成功解救
解救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记者 王康
景 梁振文 通讯员 钟幸 文/图）1 月 20 日凌晨
2 时 16 分，儋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
接到群众报警称，儋州市那大镇兴隆路一
老人被困在深井中，情况危急，请求救
援。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调派特勤
中队出动 1 辆消防车，5 名消防员火速赶赴
现场进行救援。
消防员到达现场，经侦查了解：老人
因家庭矛盾，情绪激动，跳入家中深约 8
米，宽约 1 米的深水井里，老人浮在井水面
上，浑身发抖，情况不容乐观。

得知情况后，中队指挥员立即命令救
援小组穿好个人防护装备，利用软梯、绳
索对老人进行营救，营救时老人因情绪激
动，拒绝救援，在消防员与家人不停的劝
导下，老人最后同意救援，但是老人因被
泡在水里多时，身体基本透支，无法配合
消防员，给救援带来了难度，此时，救援
人员立即深入水下为老人穿好防护装备，
在井上，消防员向上拉拽，井下救援战士
顶着老人稳定重心，在几分钟“上拉下
顶”的救援方式下，救援人员成功将老人
救出，随后，将老人送到家中安顿。

消防人员营救跳井老人

民警扮成建筑工
抓获网逃人员

小作坊油烟引投诉
相关部门责令整改

花生油加工厂排放烟尘。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记者 石
祖波 文/图）连日来，家住定安县新竹镇新华
东路的陈女士等多名住户拨打南国都市报
966123 热线投诉反映，定安县新竹镇新华
东路 105 号有个露天压榨花生油生产小作
坊，每天使用传统土灶露天炒花生渣，浓烟
露天排放；此外，现场通过打壳机，将带壳的
花生加工成花生米，壳上的灰尘满天飞，周
围住户受到严重的扬尘污染影响。
“每天早上起床后，要把铺盖全部卷起
来；家里客厅茶几上，房间的衣柜、床板
上，以及厨房的餐桌、灶台上，半天就被
厚厚的一层灰尘覆盖……”临近该花生油

南国
警方
传真

加工小作坊的住户陈女士向南国都市报记
者投诉反映，她家里每天厨房、客厅、厕
所、房间到处都是灰尘，每天早晚清扫但
仍然无法清理干净。
1 月 18 日下午，南国都市报记者接到报
料后来到事发地走访，现场工人得知记者前
来，叫来了花生油压榨工厂的负责人童某，
童某承认没有经过环评。定安县新竹镇政
府及辖区新竹村相关负责人来到现场进行
了走访，并要求该花生油加工厂负责人童某
进行整改。定安县环保局工作人员称，前几
日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走访调
查，
并已经责令整改，
后续将加强环境监测。

红 绿 灯

海口公安交警

持续整治国道交通秩序

根据 《全省公安交警部门深化开展“三年攻坚
战”暨“百日安全行动”工作方案》 的工作要求，
为加强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开展，海口公安交
警支队在辖区范围内的国道通村公路设立整治卡点
和交通安全劝导站，以路面整治和宣传教育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国道交通秩序整治行动。
1 月份以来，海口公安交警组织警力重点在

223、224、225 等沿线，农村面包车、农用车、摩
托车等较为集中的路段开展道秩序整治行动。据统
计，截至 1 月 19 日，海口公安交警在国道沿线共查
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56 起，其中，查扣报废中型
货车 3 辆、无牌无证三轮摩托车 4 辆、农村摩托车 5
辆、其他无法行为 134 辆次，检查农村面包车 37
辆，检查客运车辆 101 辆次。

南 国 都 市 报 热 线 966123 讯
（记者 王天宇 通讯员 钟锦云）18
日 8 时 18 分许，海口铁路公安处
乐东站派出所民警获悉，因故意
伤害被海口市龙华分局海垦派出
所网上通缉的张某(在逃 4 年)在三
亚市林旺某大型建筑工地干活。
民警便立即赶赴现场，在工地项
目部的配合下，伪装成建筑工人
然后对现场的几百号工人进行排
查，于当日 18 时 25 分许在工地大
门口将正要下班的张某抓获。
张某被抓时很是惊讶，以为
是工友和他开玩笑，因为张某在
楼顶绑钢筋的时候，民警还叫他
带好安全帽，注意安全。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南国都市报联合主办
特邀主编：陈世清

交通违法曝光栏
以下 10 辆小型汽车近期因违
反超速行驶 10%以上未达 20%的
违法行为，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
法》 第 90 条、《海南省实施<道路
交通安全法>办法》 第 82 第 3 项
规定，交警部门将处以罚款 100
元处罚，记 3 分。
（以下交通违法信息由海口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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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驾撞死行人逃逸

肇事者当天就被抓获

2018 年 3 月 24 日 1 时许，当事人杜某山（男，45
岁）与朋友饮酒之后，驾驶一辆小型普通客车沿海口
市秀英区滨海大道自西向东行驶。车辆在行驶至双
拥路口以东 200 米处时，碾压到躺倒在第四车道内的

行人邢某霞（女，40 岁），造成邢某霞当场死亡。事故
发生后，杜某山没有及时报警，而是选择逃逸。当日
5 时许，海口公安交警将杜某山查获。经检测，杜某
山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86mg/100ml，
属于醉酒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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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稿件撰写：南国都市报记者田春宇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 钟玲）

“椰城交警”新浪微博二维码

扫码添加椰城交
警微信公众号、海口
公安交警客户端和新
浪微博二维码，既可
了解海口公安交警最
新资讯动态，还可享
受更多便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