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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记者在黄先生的
新房看到，该房的大厅及大门处
的天花板上确有修补过的痕迹，
地面上还有一些相应的除锈用品
及涂料。

“刮了一遍涂料后，就再也不
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因为我在里

面 加 了 一 层 特 殊 的 除 锈 材 料
……”山林君悦二期施工方售后
服务负责人吴先生表示，他对这
些生锈钢筋作除锈处理后，再用
上一些碳纤维和结构胶进行修
补，并刮抗裂砂浆……

记者了解到，黄先生向三亚有

关部门投诉此事后，有关部门立即
介入调查。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站经过核实：黄先生的房屋局
部楼板保护层厚度不足，钢筋受氧
化反应生锈胀裂保护层出现露筋，
是常见的质量通病，经过除锈处理
抹灰后不影响正常使用。

新房天花板多处露出生锈钢筋
除锈处理刮涂料后不影响使用

本报记者 吴英印

近日，山林君悦二期业主黄先生向三
亚日报新闻热线投诉称，他在装修新房时
发现大厅的天花板有多处露出生锈钢筋，
怀疑该房屋的天花板存在质量问题。他
担心新房还未入住就发生这种情况，入住
后会影响使用。

对此，该小区物业回应称，已采取相
应措施，并让施工方去现场维修。目前，
这些露出来的钢筋已除锈处理，刮上涂料
后不影响正常使用。

黄先生为记者介绍新房天花板露出生锈钢筋处（已完成修补）。
本报记者 吴英印 摄

男子投诉：新房天花板多处露出生锈钢筋

据黄先生介绍，3 月 22 日，
他高高兴兴地购买了山林君悦
二 期 的 一 套 房 子 。 新 房 子 有
130 平方米，买房花完他所有的
积蓄。5 月 17 日，他在装修新
房时，发现新房大厅的天花板
有 6 处露出生锈钢筋。

面 对 此 况 ，黄 先 生 甚 是 郁
闷，怀疑新房的天花板存在质量
问题。为此，5 月 18 日，他向该
小区物业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

物业能说明原因及解决问题。
但物业让他填写维修单后，并没
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新房还未入住，就出现问
题……”黄先生说，他向三亚有
关部门反映该问题后，有关部
门给他回复了一条短信：“经核
实是房屋质量问题……”5 月 28
日、30 日，他再次向有关部门反
映 该 问 题 ，得 到 的 回 复 仍 是 ：

“经核实为房屋质量问题……”

尽管如此，但却没有人与他联
系说明情况。

之后，黄先生在大门处的天
花板上又发现 3 处露出的生锈
钢筋，于是再次到物业处填写
维修单，并联系施工方上门查
看……如今，施工方已对这些露
出的生锈钢筋作除锈处理，并
刮上了涂料。但黄先生还是担
心入住后，会再次发生类似情
况。

物业回应：已整改好不会再出现类似问题

“新房裸露生锈钢筋问题，
在建筑行业是常见的，只要除锈
处理后再刮上涂料就不影响使
用。现在，他的房屋已整改好不
会再出现这个问题……”山林君
悦二期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曹
先生表示，他们接到黄先生填写
的维修单后，立即采取了相应的
措施，并让施工方到现场查看及
处理，但黄先生不放心，总担心
修复好后还会出现问题。他表

示理解黄先生的心情，“毕竟花
了这么多钱买的新房子，还未入
住就出现这个问题，换成是谁心
里也不舒服。”

“他的天花板修复好后，不
会影响房子的使用，也不会有安
全隐患，更不会存在质量问题
……”曹先生说，只要把生锈的
钢筋除锈，然后再把防锈措施做
好，之后再做封闭处理，就能正
常使用。目前，施工方已全部处

理好此事，并把接管验收记录交
给了物业。

记者在这张接管验收记录上
看到：5 月 18 日，业主发现大厅
有 6 处钢筋生锈已反馈物业（未
处理），6月 6日又发现大厅其他
位置再出现 3处钢筋生锈及大门
有一处钢筋生锈，需物业及施工
方给出合理解决方案。6 月 13
日，复查结果为整改完成。复查
人为施工方的吴先生。

部门调查：除锈处理抹灰后不影响正常使用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连日来，天
涯区精心组织，多措并举做好服务，高
标准加快推进60岁及以上，尤其是70
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截至
6月18日 22时，该区60岁以上人群新
冠疫苗接种人数已达 34455 人（目标
人数：36599 人），完成率94.14%。

“有工作人员上门帮我做身体评
估和接种新冠疫苗，很贴心。”6月初，
在村委会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的上门
服务下，现年 74岁的黎福尾接种第一
针新冠疫苗。黎福尾家住天涯区妙林
村委会东辽一组，肢体一级残疾，行动
不便。

与黎福尾一样，天涯区有许多老人
得到了全面靠前服务、全面组织接送、
全部全程陪伴、全部“绿色通道”的“四
个全”“保姆式”服务。在推动老年人接
种新冠疫苗工作中，天涯区充分考虑他

们出行不便、年老体弱、路程较远等因
素，派出爱心接送车接送老年人接种疫
苗。不仅如此，各村（社区、居）还安排
专人全程陪同，从信息登记、测量血压、
健康问诊、评估身体健康状况、接种、留
观等各个方面悉心照料。

“我父亲年龄大，腿脚不好，上下不
方便，社区干部就上门接送。”天涯区儋
州村社区居民王女士告诉记者，工作人
员近日派专车把她父亲接去接种，打疫
苗后父亲没有其他不良反应，“非常感
谢工作人员周到贴心的服务。”

天涯区有关负责人称，为确保目
标人群“应接尽接，应接快接”，该区还
积极开展“医社携手”，将禁忌筛查、健
康咨询评估与疫苗接种相结合，从专
业角度为老年人答疑解惑，最大限度
地消除接种人群的顾虑，确保老年人
有序、安心、舒心接种新冠疫苗。

天涯区还通过微信公众号、LED
显示屏、宣传海报、村（社区、居）微信
群及入户宣传等“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广泛宣传 60岁以上老年人疫
苗接种政策、注意事项、科普知识等，
打消老年人接种顾虑，确保老年人在

“心中有数、心里不慌”的基础上放心
接种新冠疫苗，切实筑牢疫情防控“安
全门”。

截至6月 18日 22时，天涯区60岁
以 上 人 群 新 冠 疫 苗 接 种 人 数 已 达
34455 人（目标人数：36599 人），完成
率94.14%。其中，60至 69岁人群累计
接种 23069 人（目标人数：21765 人），
完成率 105.99%；70 至 79 岁人群累计
接种 8800 人（目标人数：9942 人），完
成率 88.51%；80岁以上人群累计接种
2586 人（目标人数：4892 人），完成率
52.86%。

天涯区筑牢全民免疫屏障

60岁以上目标人群新冠疫苗
接种率达94.14%

今天迎来夏至节气，标志着炎热的盛夏来临。6 月 20 日，海南发布高温四级
预警，提醒人们外出应做好防晒防暑准备，三亚街头，不少市民出行时，撑起遮阳
伞、穿起防晒衣。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奋力夺取双胜利Sy

三亚烈日炎炎
出行做足防晒

三亚法警：

送法进社区
守护长辈“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员 陈子丹）近日，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组织刑庭干警在吉阳区红沙
社区开展了以“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犯罪”为主题
的送法进社区活动，以此提高中老年群众对非法集
资犯罪的防范意识。

当天下午，干警们通过设立咨询台，以发放防
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宣传手册、接受法律咨询等
方式，向社区居民详细介绍了非法集资犯罪的概念
及特征、常见犯罪手段，提醒居民保管好“一卡、两
码、三号”，牢记“两务必”“三不要”，进一步增强了
社区居民识别、防范、抵御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的能
力和自我保护意识。

活动中，干警们认真倾听群众提出的各类法律
问题，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相
信未经验证的信息，一定要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
午餐”。过往群众在认真阅读宣传资料、倾听解答
后，向干警们表示感谢，认为活动让大家了解到非
法集资的相关知识和危害，还给大家普及了金融和
法律常识。

三亚城郊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关
键人群、关注重点区域、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
度，多形式、多角度向群众普及防范非法集资知识，
为推动平安三亚、法治三亚建设保驾护航。

三亚航线“朋友圈”再扩容
川航开通三亚-长沙-唐山航线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6月 17日 20时 59分，随
着四川航空 3U3214 唐山-长沙-三亚航班安全落
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标志着四川航空顺利完成唐
山-长沙-三亚航线首航任务。

目前，该航线由四川航空采用空客 A319/320
机型执飞，计划每周四班（一三五日执飞）。出港航
班号为 3U3213，9 时 05 分从三亚出发，经停长沙，
14时 50 分抵达唐山；进港航班号为 3U3214，15 时
35分从唐山出发，经停长沙，21时 15分抵达三亚。

四川航空海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航线
的开通，将带动两地公务往来、产业协作、旅游观光
等方面的合作。接下来将不断加大运力投放，开辟
新航线，为海南自贸港旅游市场和经济发展注入新
活力。

旅客请注意，昨日起

凤凰机场各航空公司
值机区域重新调整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 通讯员 刘思彤）为进一
步做好旅客服务保障工作，充分合理利用值机岛资
源，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自6月 20日第一个国内出港
航班开始，对所有值机区域进行调整，调整后各航
司值机区域分布如下：

A岛值机区域（A1-A16）办理航空公司：海南航
空（HU）、大新华航空（CN）、河北航空（NS）、成都
航空（EU）、长龙航空（GJ）、山东航空（SC）、西藏航
空（TV）、青岛航空（QW）、东海航空（DZ）、多彩贵
州 航 空（GY）、厦 门 航 空（MF）、中 国 联 合 航 空
（KN）。

B岛值机区域（B1-B16）办理航空公司：四川航
空（3U）、奥凯航空（BK）、春秋航空（9C）、九元航空
（AQ）、上海航空（FM）、吉祥航空（HO）、中国东方
航空（MU）、华夏航空（G5）、龙江航空（LT）、湖南
航空（A6）。

C岛值机区域（C1-C12）办理航空公司：中国南
方航空（CZ）、重庆航空（OQ）。

D岛值机区域（D1-D20）办理航空公司：首都航
空（JD）、天津航空（GS）、中国国际航空（CA）、长安航
空（9H）、西部航空（PN）、桂林航空（GT）、祥鹏航空
（8L）、金鹏航空（Y8）、福州航空（FU）、广西北部湾航
空（GX）、深圳航空（ZH）、乌鲁木齐航空（UQ）。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提醒广大旅客，注意关注最
新值机区域分布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以免耽
误行程。

东方机场已选定三个预选场址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6 月 20 日，记者从“奋

进自贸港 建功新时代”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第
三十场）“苦干实干奋勇争先 打造滨海城市典范”
东方专场上了解到，东方机场规划用地约14000亩
（其 中 机 场 占 地 约 4500 亩），配套建设空港物流
区、冷链物流中心、快递营运中心、分拣中心、特种
货物处理中心、海关监管区等，满足货物处理的所
有要求。

东方机场建设是东方市推进自贸港建设“三大
重点任务”的首要任务，定位为客运支线、货运枢纽
机场。东方市致力将其建设成为面向太平洋、印度
洋的区域性国际货运枢纽机场，海南自贸港航空物
流集散中心，“陆海空”一体交通物流节点枢纽。

目前，东方机场规划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完成了机场选址报告、航空货运、空域规划等多项
专题研究，机场建设已纳入全国民用运输机场、省

“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并选定了三个预选场
址，完成首选场址气象观测站建设。东方机场的目
标设计是2035年旅客吞吐量450万人次，货邮吞吐
量50万吨。2050年旅客吞吐量1000万人次，货邮
吞吐量120万吨。

据介绍，接下来东方将快马加鞭推进机场论
证、选址、预可研等前期工作，为机场在“十四五”中
后期顺利开工创造有利条件。大力开展招商引资，
引进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参与机场建设运营。同
时，依托东方机场建设，规划打造约 6.28 平方公里
的临空产业园。未来将依托机场、港口“双港驱
动”，全方位联动“海陆空”立体式交通网络，有效推
进冷链仓储、现代物流、大宗商品交易、跨境电商等
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海南进出岛旅客列车
运行图调整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记者从海南铁路了解到，
为进一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海南进出岛旅客列车于
6月20日零时起实施新列车运行图。

据了解，此次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总对数保持不
变，具体调整了部分车次停点及到发时刻，具体信息
如下：

北京西-三亚Z201次：增加郴州站停点；海口-上
海南K512 次：增加乐昌、坪石、耒阳、衡山、醴陵站停
点。

铁路部门提醒，近日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出行前请
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第一时间掌握列车
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请做好个人卫生防
护，全程佩戴口罩，减少聚集走动，保持安全距离，配
合铁路部门落实站车防疫措施，共同维护安全健康旅
行环境。

受京广线水害影响
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停运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6 月 20 日，记者从海南铁
路获悉，因受京广线水害影响，海南进出岛旅客列车
调整运行方案。具体如下：

6月 18 日哈尔滨西开 Z114/1 次运行至吉安站终
止，6 月 20 日海口开 Z112/3 次改为 6 月 21 日广州始
发；6月 18 日长春开 Z384/5 次运行至麻城终止，6月
19日长春开Z384/5 次停运，6月 21日海口开Z386/3
次改为当日在广州站始发，6 月 22 日海口开 Z386/3
次停运；6月 18日北京西开Z201次运行至衡阳终止，
6月 19至 20日北京西开Z201次停运，6月 18日三亚
开Z202次运行至广州站终止，6月 20日三亚开Z202
次改为 6 月 21 日在广州站始发，6 月 22 日三亚开
Z202次停运。

铁路部门提醒，近日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出行前请
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第一时间掌握列车
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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