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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追踪 《共建文明小区》系列报道
《电动车驮着煤气罐

本报系列报道引关注

新闻追踪 炸串串的油已发黑》

海口开展专项整治

各个小区动起来“洗刷刷”
南国都市报 4 月 14 日讯（记者 王康
景 ）4 月初，南国都市报推出 《共建文明
小区》 系列报道，关注了海口部分小区
“ 双创”之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脏乱
差”反弹迹象，垃圾乱扔、楼道堆放杂
物、电动车乱充电以及乱晾晒衣物等现
象，进行了原因分析，提出了对策。针对
此问题，近日，海口各区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对辖区脏乱差现象进行整改和严格执
法。
4 月 13 日晚，海口龙华区区委书记凌
云带队进行夜巡，区委办、区综合执法
局、区环卫局等部门参加巡查，在现场提
出要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管理体系，针
对脏乱差反弹现象做好精细化管理，争取
形成长效机制。
4 月 14 日，龙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
展小区乱象整治行动，先后对金贸小区、
仙乐花园、四季华庭阳光华府三期小区、
华阳新村小区、圣来邻寓小区等小区进行
巡查整治，主要发现了电动车及汽车乱停
放占用消防通道、公共区域内乱吊挂及晾
晒衣物、小区卫生脏、楼道口乱堆放物
料、乱搭建设置物及招牌、乱粘贴小广告
等问题。针对以上小区乱象，执法队伍严
格按照 《海口市爱国卫生管理办法》 依法
处置，当场下达执法文书要求相关物业公
司限期进行整改，由管理责任人和违法行
为人写保证书做出承诺，执法部门后续跟
踪。14 日当天中午，龙华区城管就出动
车辆 16 车次、执法队员 67 人次，整治小
区数量 13 个、下达通知书数量 9 份，现
场整改 4 宗。

4 日晚上 7 点左右，天色还未完全暗下
来，从部队调休回家的赵琪吃完饭后，便换
上运动服，出门到附近的海瑞大桥上慢跑。
在他看来，这里树多、空气也好，是休憩运
动的好去处。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
次寻常的“路过”，居然搭救了一个人的性
命。
当时路上几乎没有人，赵琪一人沿着人
行道走，当他经过桥下时，一名在桥墩附
近、身着黄色上衣的女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废品站现疑似
被盗半挂车》

多名嫌疑人被刑拘
龙华区一小区正在进行整改。
（金贸街道办供图。
）
此外，海口龙华区金贸街道办、金宇
街道办等纷纷开展小区“脏乱差”集中整
治行动，街道挂点领导，社区居委会和城
管中队明确细化存在问题的发生地点、发
生时间和发生因素，明确小区整治目标、
步骤和职责分工，及时产生整改效果。其
中，金贸街道累计出动 130 余人次，检查
小区 60 余家，现场整改 60 余次，责令物
业整改 80 余次。
4 月 13 日上午，海口琼山区滨江街道
召开滨江街道住宅小区、“三无小区”专
项整治工作部署会。联合各个部门对“三
无小区”进行排查整治，对社区乱象要做
到举一反三、及时整改、不留死角。各社
区要按照“双创”的标准，用一个星期对

“三无小区”进行全面排查，再用一个星
期进行整改，联合住保、住建等部门，督
促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加强自管能力，城
管中队加强执法力度，对于电动车棚乱搭
建、车辆乱停放等不文明行为要严管重
罚。对于不配合的小区要及时上报，由街
道分管领导收集报送区宣传部进行曝光，
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观念。
14 日当天，滨江街道也对辖区多个
小区进行了巡查和要求整改。同天，海
口府城街道也联合城管中队共同开展住
宅小区、“三无小区”环境综合整治执法
行动。
目前，海口各区正逐步积极开展辖区
的脏乱差专项整治行动。

“这是军人应该做的”

晚饭后慢跑 突遇惊险一幕

南国都市报 4 月 14 日讯（记者
胡诚勇 通讯员 刘伟）4 月 12 日，南
国 都 市 报 以 《电 动 车 驮 着 煤 气 罐
炸串串的油已发黑》 为题，曝光
了海口城西小学等部分学校附近有
流动摊贩“死灰复燃”的乱象，引
起辖区相关部门重视。近日，海口
龙华区食安委发布通知，通知指
出，加强校园周边流动摊贩食品安
全监管，城镇幼儿园、中小学校周
边 200 米范围内及公共厕所 25 米范
围内不得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
此外，龙华区教育局要加大宣
教力度，创新宣教手段，加强对学
生和家长食品安全意识的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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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轻生跳南渡江 海军战士舍身搭救
南国都市报 4 月 14 日讯（记者 王子遥）
4 日傍晚，在海口南渡江海瑞大桥，出现
惊险一幕：一名中年女子跳入江中，意图
轻生。眼见跳江女子已浮浮沉沉，双手在
水面不停摇晃，途经大桥的南部战区海军
某部战士赵琪注意到这一情况，他飞快跑
到江边纵身跳入江中，将女子救上岸。事
后，赵琪并没有主动向组织汇报此事，直
至轻生女子的亲属向部队送来锦旗。“保护
百姓的生命安全，这是一名军人应当做
的。”赵琪说。

校园周边 200 米内
禁止摆放食品摊

“当时是退潮，桥墩已裸露出来，我注意到
她站在桥墩上看着水面，谁知她突然向前一
跳，落进江中。
”

做过最坏打算 最终成功救人
突如其来的一幕，让赵琪急忙向女子所
在的位置飞奔而去。此时，江中的女子已经
顺着退潮时湍急的水流，逐渐漂离桥墩。
穿过满是碎石的土路，赵琪赶到了临近
的一处桥墩旁，此时他必须跳上桥墩，穿越
至大桥两座桥墩之间，才能保证施救成功的
几率最高。但由于当天上午刚下过雨，加上
江水的拍打，赵琪在跃上满是青苔的桥墩上
时狠狠地滑了一跤。他顾不上疼痛，又赶紧
起身往桥墩间的礁石上走，争取更加接近女
子。
作为海军士兵，赵琪深知南渡江水下情
况复杂，除了水深、有暗流之外，水下还可
能有水草乃至渔网等，这些对于跳下水中的
人而言，都可能是致命的。在下水前，赵琪
曾做过最坏的打算，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纵
身跳入江中。
傍晚的江水不算冰冷，但极低的能见度

以及来自水流的推力，让逆流而游的赵琪
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
他奋力游向女子，在拉住女子后，他
用胳膊将其架起，拼命把她托出水面，自
己则整个人沉入水里，凭着对岸边方向的
估计，他卯足了劲游向岸边……

亲属送来锦旗 他才上报组织
“救人的时候没注意，回来后才发现胳
膊和腿上都被礁石及水中的杂物划出好几道
伤口，颈椎也因为用力过猛受伤了。”刚刚
结束疗养回到部队的赵琪无奈地笑着说。
事实上，对于救人一事，赵琪事后并没
有向任何人提起，直至 4 月 8 日，轻生女子
的儿子小吕打听到了赵琪的住处，上门表示
谢意，并执意提出要到赵琪所在的部队送上
锦旗致谢，赵琪这才向部队打报告，说明了
此事。“保护百姓的生命，是我们军人应该
去做的。
”谈及此事，赵琪说。
据小吕介绍，他们一家来自福建，近期
他和父亲打算回老家找些事做，有过精神疾
病史的母亲误以为父子要抛下她，于是萌发
了轻生念头。

南国都市报 4 月 14 日讯（记者
王小畅）13 日，《南国都市报》 报
道了海口药谷西侧一处偏僻收购点
内发现了多辆疑似被盗的集装箱半
挂车。14 日，记者从秀英派出所获
悉，目前涉事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被盗物流公司工作人员陈先生
介绍，13 日，盗窃半挂车的嫌疑人
到案。据了解，这名嫌疑人债务缠
身，可能是这个原因，让他做出了
这种不法的举动。
记者从秀英派出所获悉，目
前，涉嫌被盗的半挂车有 8 辆，多
名相关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儋州打掉涉黑恶团伙 14 个

查处“保护伞”16 人

南 国 都 市 报 4 月 14 日 讯（记
者 梁振文）以李某伟为首的故意伤
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开设赌
场等黑社会组织；以赵某为首的寻
衅滋事、非法采矿、聚众哄抢、故
意毁坏财物等黑社会组织……4 月
14 日，记者从儋州市扫黑办获悉，
自 2018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截至目前，儋州市共打掉 14
个涉黑涉恶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174 人 ， 破 获 涉 黑 涉 恶 案 件 119
宗，冻结涉案资金 355.4 万元。此
外，儋州市还深挖“保护伞”，共
立案审查 15 件，涉案 16 人。
据了解，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儋州市在将电信网络诈
骗列为“软恶”加大打击整治力度
的同时，还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重点聚焦打击“运霸”、“菜霸”、
“砂霸”、“村霸”等重点行业和重
点领域等 14 个方面进行重点打击
和整治。同时，立足打击黑社会性
质犯罪组织、深挖保护伞、铲除
“黑财”、重点突破一批黑恶势力大
案、要案，迅速掀起新一轮扫黑除
恶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