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丁子芹）连日来，
市环卫局不断开展各项市容环卫整
治,以实际行动助力我市“一创两建”
工作。

据了解，从6月1日至7月10日，
市环卫局建筑渣土管理所督促居民
及时清理门前建筑垃圾61处计185
立方米、建筑工地清洗污染路面
10000 平方米，平整无主建筑垃圾
11120立方米，整治无主建筑垃圾、卫
生死角11处，清运至渣土排放场计
1720立方米，清运我市废弃旧家具临
时排放点大件垃圾624吨。

据介绍，为了方便那大城区居
民，该局还在那大城西设立建筑渣
土储运场，城区居民建房或装修房
屋产生的建筑垃圾运到渣土储运场
集中存放，市环卫局建筑渣土管理
所工作人员负责转运到美洋线十九
公里处惠峰石厂内的市建筑渣土消
纳场处置。

“我们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行
动的目的，就是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市

‘一创两建’工作中来。”市环卫局建
筑渣土管理所所长吴军强说，今后将
持续开展建筑垃圾整治工作，进一步
加强监督管理，遏制建筑垃圾运输中
造成的危害和道路污染，助力我市摘
取国家卫生城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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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罗鑫 实习生李家
梦）日前，记者了解到，为规范我市户
外缆线架设，切实解决“三线”（电力
线、通信线和电视线）纵横交错形成的

“蜘蛛网”问题，近段时间，市政管理处
全力推进全市的“三线”整治工作，对
我市大街小巷的线路集中整改。

7月8日，记者在东风路段看见，
许多参与“三线”整治的工作人员正
搭着梯子，对半空中乱搭乱建的电线
以及一些废旧的线路进行更换整理，
只见工作人员用一根套管把清理之
后的线路规范的拉直、扎捆装进套管
内，不一会儿，整个路段的“蜘蛛网”
便消失不见。

据市政管理处办公室主任赵维奇
介绍，自2016年开始，我市就开始在
群英社区试行“三线”整治，经过社区
的有效实施后开始逐步推行到全市范
围，目前已经有一个有效的实施方案，
那就是通过优化线路结构改造，采取
桥架(槽盒或套管)、外墙敷设、钢绞线、
线杆等方式进行有序规整，在符合安
全要求及横平竖直美观要求下，同步
清理废弃的线路、线杆以及各种安放
在墙体、线杆、线路上的负载物。

记者在走访经过“三线”整治后
的人民中路、文化中路、先锋路等街
道，已经看不到单独的过街通信线
缆，街容街貌明显改观，线路布设有
序，整体线路走向更加规范。

据了解，今年已经对人民中路
（东干桥至建设路口）、文化中路（1街
到5街）、先锋路（5街到7街）及周边
完成了“三线整治”，目前正在对东风
路、东方南街及周边、振兴南路、福隆
路等路段进行“三线整治”。

截至目前，“三线”整治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并获得许多市民的点赞。

“感谢政府帮我们规范好这些乱
七八糟的线路，保障了我们的用电安
全。”东风路的吴先生对记者说，关于
家门口乱搭乱拉的电线一直是他的

一块心病，因为许多的电线缠绕在一
起，会不时的发生短路现象，一到雨
天家里都会断电。

据市市政管理处负责“三线”整

治的负责人万年红介绍，下一步，市
市政管理处将会继续加大“三线”整
治力度，全力推进“三线”整治的工
作，主要对胜利路、文化南路（万凯大

厦到金州大厦）等路段进行“三线”整
治，力求在美化市容市貌的同时，达
到消除安全隐患的目的，还居民一个
安全整洁的用电环境。

我市对大街小巷线路集中整改

推进“三线”整治 消灭城市“蜘蛛网”

▲图为经过整治，“三线”被装进套管，“蜘蛛网”消失。

▶图为整治之前居民门口杂乱无章的电线。

本报记者 罗鑫 摄

本报讯（记者王家隆）为深入推
进我市“一创两建”工作，营造干净整
洁的城市环境，以崭新的市容环境秩
序迎接创卫考核工作，7月9日，市城
市管理局对“一河五湖”沿线的违建进
行拆除，全力确保健康步道建设项目
顺利推进。

据了解，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
部署，为深入推进“一河五湖”综合治
理工作，确保健康步道建设项目如期
推进，在已充分做好摸底调查、宣传
解释、风险排查前提下，市城市管理
局牵头，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园
林局等下属单位一线执法队联合那大
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依法对“一河
五湖”项目二标段（天下乐食府至市
水务局段）两侧乱搭乱建的棚屋进行
集中拆除。

据统计，当天共拆除违建约630
平方米。

全力护航项目建设

“一河五湖”沿线
违建被依法拆除

本报讯（记者王家隆）7月10日，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以“除隐患，防事故，保大庆”交通安
全整治攻坚战为主线，开展“逢十”道路交通整
治统一行动，严厉打击酒驾、醉驾、涉牌涉证等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维护辖区道路安全形势
平稳顺畅。

行动中，该支队根据夏季交通安全形势，重
点以国省道、城乡结合部、农村公路等为主战
场，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
过往的“两客一危一货”和农村面包车等重点车
辆进行逐一检查，严查酒驾、醉驾、涉牌涉证、
疲劳驾驶、超员、超载、非法改装等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处罚一
起。在执法过程中，民警坚持文明执法，注重执
法与教育相结合，不失时机地向广大驾乘人员和
过往群众宣传酒驾等违法行为的危害，从源头筑
牢交通安全思想防线。

行动期间，共查处各类违法行为884起，其
中无证驾驶24起，未戴头盔350起，不按标线
行驶70起，不按道行驶240起，未粘贴反光标
识4起，超长超高5起，向路面抛撒物品7起，
不系安全带3，逾期未年检3起，酒后驾驶4
起，其他104起。

本报讯（记者盘悦华）7月9日，那大镇继续
组织各村（居）委会、农场持续深入开展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行动。

当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挖掘机在工作
人员的指导下，重点对公路及边沟内的垃圾进行
清除，对路肩边沟进行平整。此外，还将倾倒在
橡胶林地、绿化带堆积的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清
除，并组织人员对村庄巷道柴火杂物、石头堆乱
堆乱放、房前屋后垃圾积存等乱象进行集中整
治，及时清除隐患，为村民营造出干净整洁的宜
居环境。

据统计，此次行动共出动镇村干部、群众
共300余人，清理各类积存垃圾、石头堆、柴火
杂物约30余吨，使人居环境卫生得到了明显改
观。

据介绍，下步工作中，那大镇将及时调整
充实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落实方案精神，
明确职责，强化检查，严格奖惩。各村委会、农
场、居民小组实施污水治理、拆除乱搭乱建，并划
定责任区域范围、公共卫生区域，明确卫生督查
员、巡查员和保洁员，保证整治工作常态化，抓好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那大镇相关负责人希望，村民能自觉爱护环
境卫生，注意门前三包，不要堆放杂物以及乱扔
各种垃圾，共同维护好居住的环境。

多部门联合依法整治那大城区“乱搭乱建”行为

先锋社区53间违建房屋被拆

图为勾机正在拆除违建房。 本报记者 覃凯 摄

上半年卫生健康创建工作督查

汇报会提出

完善爱卫管理体系
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交警支队开展“逢十”统一整治行动

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884起

本报讯（记者丁子芹 实习生李家梦）7月10
日，我市召开2019年上半年卫生（健康）创建工作督
查汇报会，会议回顾2018年卫生（健康）创建工作情
况，总结2019年上半年卫生（健康）创建工作自查情
况，并部署我市下一阶段爱国卫生运动工作。

副市长田丽霞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2018年12月21日，我市通过省

级卫生城市复审技术评估，巩固“海南省卫生城
市”称号；“创国卫”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连续闯过
了省级暗访、病媒生物防制考核鉴定和“创国卫”
省级技术评估“三大关”。今年，市“一创两建”工
作领导小组及指挥部制定了年度行动方案、议事
规则、考核奖惩办法等系列规划和制度，有效推
动了我市爱国卫生工作和卫生（健康）创建深入
开展，卫生创建正在扎实有效推进。

会议提出，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全市的一项重
点工作，今年，我市以完善爱卫组织管理体系和
规划计划为基础，向市直单位和镇村延伸，建立
网格化管理模式强化爱国卫生监督员队伍，每月
按照百分制创卫标准开展工作，市里每月开展考
核评比，有效发挥了监督管理作用，扎实推进爱
国卫生各项重点工作。

会议要求，新时期卫生健康工作任务艰巨，
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干部职工必须树立“开局就是
攻坚、起步就要冲刺”的思想，在工作中要坚定立
场讲政治，持续加强系统党的建设；研究解决创
卫和爱国卫生运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深化改革
抓落实，确保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必须抓住
重点求跨越，制定出台相关规划计划，广泛开展
宣传发动和业务培训，对农村改厕等内容进行指
导、培训、督导和考核。

田丽霞表示，要继续督促各镇、村、单位及城
中村及城乡结合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力度，加大
清理卫生死角的力度，提高市民防制意识，引导市
民群众主动参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在农村改厕
方面，要继续高强度推进农村改厕工作，确保2020
年改厕全覆盖，全面提升我市农村人居环境卫生。

省第六督查组成员、市爱卫会成员单位负责
人、各镇分管领导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覃凯）7月11日，
那大镇政府组织先锋社区居委会，
联合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一创
两建”包点单位对位于先锋社区绿
园二区、物业二区的 53间违法建
（构）筑物进行依法拆除。

据了解，这些违建房屋由违建
业主私自侵占消防通道、绿化带建
成，不仅造成消防隐患，且卫生状况
差，容易造成病媒生物孳长。工作
人员曾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责令
违建业主在期限内自行拆除。但违
建房屋内的住户仍然不为所动

当天上午，执法人员在清除违
建房屋内的物品后，便调度两台挖
掘机进行拆除作业。

先锋社区居委会支部书记郑琼
道表示，城市建设不能仅仅靠政府，
更需要每个市民的支持和配合。希
望广大市民自觉增强文明意识，摒
弃违搭乱建行为，主动参与到我市

“一创两建”工作中，营造良好的市
容市貌。

那大镇深入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

环境整治常态化
维护好居住环境

市“一创两建”工作指挥部发布通知

明确施工现场围挡设置标准
建筑工地是造成浮尘扬沙等恶劣空气的策源地之一，是创卫的必检科目。近日，市“一创两建”工作指挥

部办公室发布通知，明确施工现场围挡设置标准及管理维护。

围挡设置的类型及标准

●装配式围挡。采用钢骨架结构，
面板采用硬质板材制作，预留宣传标语
口号位置。标准：高不低于1.8米，宽4
米，围挡底部连续设置高300mm 砖墙。

●砖砌式围挡。围挡外侧面整体
做贴砖或喷绘美化处理。标准：高2.5
米，设置构造柱和圈梁，具备抗12级台
风标准；顶部设100mm厚做挑檐处理，
外墙应内外抹平粉白，预留宣传标语口
号位置。

●临时围挡。采用轻钢骨架结构，
面板用彩钢板连续设置。标准：高1.8
米，表面粘贴宣传装饰布，提倡使用假
草坪或假绿植进行美化。

A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必须设置连
续封闭围挡，施工现场围挡设置
应满足安全性、美观性要求，按
照设置标准分为三种类型 ●已在市住建局办理报监报建手续的房屋建

筑项目，主干道两侧的施工现场围挡采用装配式
或砖砌式围挡设置，高度不低于2.5米；其他区域
临街、路一侧采用装配式或砖砌式围挡设置，高度
不低于1.8米，其余三侧按组合彩钢板式围挡设
置，高度不低于1.8米。

●市政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围挡采用装配式围
挡，高度不得低于1.8米，应设置反光警示标志。

●私人自建房、拆迁地块工期不超过1个月
的建筑、市政工程、待建地块施工现场围挡采用临
时围挡，高度不低于1.8米。

B 已报建或市政工程或自建房等区域和场所
应当分别设置不同类型的施工现场围挡

C

围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用于宣传公益性、企
业形象和工业、商业、住宅地产相关内容。
其中，公益性宣传内容不得少于可发布内容
的三分之一

通知还明确围挡设置的管理及维护

■建筑工程施工单位在围挡设置之前，要做好围挡设置
方案报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审批，并报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站备案。围挡设置方案应当包括工程概况、围挡彩色效
果图、围挡平面布置图、围挡施工方案、围挡亮化方案等内
容。其中，围挡亮化方案包括亮化方式、灯效布置图; 围挡施
工方案包括围挡和门楼的形式、尺寸、材料、颜色、结构形式。

■围挡设置单位应当对设置围挡的安全负责，保持围挡
的完好、整洁，并做好下列日常维护工作：围挡残缺、破损、倒
斜的，应当及时修复或更换;围挡污损、褪色的，应当及时清
洁、粉饰;围挡板面宣传内容错漏的，应当及时更正;围挡亮化
设施灯光显示不全的，应当及时修复。

■施工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含室外配套工程）完工后、
竣工验收前，报监理单位审批后拆除施工现场围挡。

（记者韦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