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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曝光台城市管理曝光台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今年以来，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认真履行执法职责，
深入开展废弃油脂专项整治行动，不断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为保护三亚生态环
境，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提供有力的
执法保障。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落实好《生活
垃 圾 分 类 三 年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1-2023 年）》的同时，制定了《废弃
油脂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进一步加大执
法整治力度，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
鉴于《三亚市餐厨垃圾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施行已一年多，部
分餐饮企业对《规定》仍不了解的情况，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牢固树立“执法先普
法”的理念，组织党员干部和执法人员
深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餐饮企业、
景区景点、村（社区、居）等单位进行废
弃油脂整治宣传。截至目前，共发放
《落实<规定>倡议书》1万多份，张贴宣
传海报1.3万张，向广大市民、游客普及

《规定》。
针对部分餐饮企业已与相关公司

签订收运协议，但不将废油交由该公司
处置，台账和联单制度也落实不到位的
问题，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执法，严
格处罚。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近
4000 人次，开展废弃油脂专项整治行
动近 500 次，共检查餐饮企业近 1800
家次，责令整改违规问题31次，立案查
处1宗；查处非法收运行为5宗，查扣非
法收运车辆 5 辆，查扣涉案废弃油脂
2447公斤。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有关负责人称，
该局下一步将按照“创文”要求，加强网
格化执法检查，把废弃油脂执法检查纳
入网格化日常管理范畴，常态化开展日
常巡查，对不落实《规定》的，将一律责

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依法进行
处罚；重拳整治餐饮企业违法问题，针
对餐饮企业存在的垃圾混装、非法处置
废弃油脂、不落实联单管理制度等突出
问题，将组织集中整治行动，从履行合
同义务和执行联单管理制度入手，对全
市餐饮企业进行全面检查，凡是未按合
同内容处置餐厨垃圾和未落实联单管
理制度的，一律依法进行查处。

此外，持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围
绕我市“能力提升建设年”工作部署，
结合普法宣传活动、党员义务活动、
志愿者服务活动等，广泛开展《规定》
的普法宣传，向餐饮企业等责任单位
普及餐厨垃圾管理特别是废弃油脂管
理措施及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执法
氛围。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废弃油脂整治，查处非法收运行为5宗

非法处置废弃油脂将依法查处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讯员 董
奥）西岛，位于三亚湾海域中心位置，全
岛面积 2.8 平方公里，西岛周边海域为
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是世界公认
潜水胜地之一，吸引了国内外的游客慕
名前来游览。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

岛上的岛民和游客办事存在诸多不便，
以交通管理为例，以往岛民、游客办理
交管业务需乘船前往三亚市区办理，往
返费用较高，出行不便。

你不便，我来办。三亚交警车辆管
理所全力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每月

联系车检技术人员前往西岛，为岛上的
电动两轮车提供“家门口、一站式”上牌
车检服务，切实将“放管服”服务延伸到
海岛的最末端。

针对岛上存在大量电动两轮车未
上牌的情况，三亚交警 下 放车管业

务，迅速在西岛社区居委会建立机动
车登记服务站，实现了“车管业务不
出岛，服务事项一窗办”，方便岛民商
家“马上办”“就近办”，有效降低群众
的办事成本，得到广大岛民和游客的
一致好评。

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三亚有个“海岛车管所”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通讯员 张
秋）“你好，你的房子是哪一年建的，目
前房子出租了几间……”连日来，崖州
区住建局结合现有情况，联合市市场监
管局崖州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崖州
分局、市公安局崖州分局开展全区自建
房“回头看”及整治工作，对经营性自建
房、老旧危房、“住改商”建筑等重点建
筑从严从实彻底整治，力争从源头上消
除安全隐患。

近期，崖州区更是抓住“快、细、实”
三字要诀，按下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加速键”，将房屋安全作为安全生产
工作的重要领域，迅速开展隐患排查整
治，防范化解建筑领域重大安全风险。

“快”字为先进行周密部署。为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安全生
产工作的相关部署，崖州区成立自建
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区

长担 任组长，分管副区 长担任副 组
长，各相关责任单位形成强有力的组
织机制，多次召开联席会议，深入开
展全区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此前，崖州区召开城乡自建房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动员部署会，针对崖
州区城乡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下
一步工作任务作了安排部署。会议强
调，要深刻吸取湖南省长沙市“4·29”
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教训，摸清各村
（社区、居）还在使用中的危房情况，
有效防范化解全区自建房安全风险，
举一反三，彻查隐患，坚决防范各类
重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细”字着手开启全面排查。连日
来，崖州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按照排查
标准，结合现有“两违”清查和农村房屋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成果，对辖区内自建

房进行精准摸排，逐栋逐户了解住房产
权、建造年代、结构类型等房屋基本情
况，并根据场所的使用功能和风险隐患
进行梳理分类，建立工作台账，做到排
查一处，登记一处，做实做细排查摸底
工作。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及时制
定方案、持续跟踪，明确整改落实情
况。据悉，崖州区目前共排查自建房
22838 栋，其中，存在隐患的 30 栋农村
经营性自建房，已采取停用、人员撤离、
警示围蔽等措施。接下来，崖州区将持
续开展全区自建房排查工作，预计 8月
31日前完成。

“实”字为准消除安全隐患。农村
自建房的安全隐患问题不仅需要仔细
地摸排，更需要政府、社会通力协作来
化解困局。据悉，崖州区将参照崖州湾
科技城补偿标准，对涉及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及无法报建等危房要求的 13

个村（社区、居）村民进行统一安置、补
偿。此外，相关职能部门协调提供了一
批公租房作为困难群众的住房保障，确
保“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同时，
崖州区汇总了城乡自建房的信息清单，
结合GIS系统综合数据平台，在去年全
区排查数据的基础上，动员各村（社区、
居）主动录入基础数据，作为未来崖州
区社会治理的底数。“在日后的管理过
程中，我们会不断地完善平台数据，做
好信息化管理的基础工作。”崖州区住
建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下一步崖州区将建立长效
监管机制，引导辖区群众充分认识自建
房安全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村民群众的
房屋安全意识，提高排查整治房屋安全
隐患的主动性，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重
大事故发生，全面筑牢崖州自建房安全
防线。

对自建房“全面体检”
让隐患无处藏身

崖
州
区

已对存在隐患的30栋农村
经营性自建房采取停用、人员撤
离等措施

相由心生。第一眼见到中国人民
银行三亚市中心支行保卫科主任科员
吴松，便惊叹于他慈眉善目的“福”相。
经了解，在他沉稳、淡定的外表下，有一
颗仁慈、善良的心。

吴松祖籍乐东。虽年近花甲，但他
步履稳键，思维敏捷，文思泉涌。交流
中，他言语温和，风趣乐观，平易近人。
作为一名参加工作 38年、有着 32年党
龄的老党员，工作中，他兢兢业业、任劳
任怨，不忘初心，无私奉献，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中，他尽其所
能，乐善好施，不图回报，默默地帮助支
持了多位困难群众和群体，彰显了一名
共产党员助人为乐情怀。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授予他 2020 年
度公德奖。

心系“疫”线 助力抗疫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吴松高度关注疫情动态，心系抗疫一
线。他说：“我是一名党员，我希望也能
做点什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主
动联系了三亚市民政部门和三亚市红
十字会，以个人名义向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三亚市医务人员捐助了两万元现
金。当他获悉抗疫一线口罩告急，便多
方奔走，联系了远在万里之遥的澳大利
亚的同学，通过这位同学一次性自费购
买了 2000 只医用口罩，分别捐赠给人
行海口中支机关和三亚市人民医院。
他还先后两次购买了价值4000多元的
生活物资，分送给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南
新居6个检测点的工作人员。

疫情期间，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工
作生活受到影响。在吴松居住的巷子
里，就有 20 多户外来务工人员因疫情
无法工作生活困难。吴松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为这 20 多户外来务工人员送
上2000元。

爱心助学 不求回报

2019年 3月的一天上午，中国人民
银行三亚市中心支行办公室来了一位
年轻的姑娘。姑娘名叫小红（化名），是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学生，她是特意来
当面感谢吴叔叔的。

事情还得从四年前说起。2015 年
8月的一天，吴松正在家里看电视。海
南电视台关于贫困大学生现场采访的
直播节目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两个
女孩手捧大学录取通知书，一边对着镜
头说话，一边低声啜泣。

这是一对同胞姐妹，姐姐叫小红，
妹妹叫小春（化名），姐妹两人分别被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和浙江工业大学录
取。可是姐妹俩自幼丧父，母亲双目失
明，已丧失劳动能力。一家人的生活仅
靠每月的低保和残疾人救助金 1000余

元，以及年老体弱的外公打零工捡废品
来苦苦支撑。面对高昂的学费，姐妹俩
一筹莫展。看到这里，吴松流下了眼
泪。他当即与海南电视台取得联系，拿
到了姐姐小红的联系电话，并与她联
线，当场许诺赞助姐妹俩四年的学费。

其实，当时吴松家也并不富裕，全
家的生活开支和女儿读大学的费用仅
靠他一人的工资维持。尽管如此，他还
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每学年开学之
际，吴松都会前往离他居住地不远的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亲手把1万元资助
款交到小红的手上。每逢中秋佳节，
他也不忘给小红送去月饼和红包。而
远在浙江的妹妹小春，他也及时寄去
学杂费。浙江的冬天比海南冷，小春
身体单薄，吴松都记在心里。每当冬
天来临，他都会给小春多寄去一些钱，
嘱咐她买厚一点的衣物和吃好一点，以
御严寒。

在吴松的资助下，姐妹俩顺利完成
了四年大学学业，并如愿走上了各自心
仪的工作岗位。在这期间，姐妹俩的母
亲和年老多病的外公外婆，吴松也常常
接济关照。

忧人所忧，一枝一叶总关情

2020 年 12 月的一个黄昏，吴松在
散步途中发现路边支着一顶破旧的帐
篷，里面住着一位拾荒的老妪，五花八
门的废品堆满了帐蓬的周边，他便上前
询问。得知老人因为买不起电动三轮
车，不得不靠手提肩挑来搬运废品时，
他不禁心头一颤。第二天一早，吴松便
前往老人的帐篷处，将 3000 元奉上让
她去买电动三轮车。当老人接过这笔

“从天上掉下来”的巨款时，竟情不自禁
地嚎啕大哭起来。老人可能做梦都没
想到这世上竟还有一个陌生人关心她，
为她解决燃眉之急。

2020年春节前夕，吴松在家附近发
现一位年轻人在焦急地来回走动。他
觉得蹊跷，便上前询问。原来这位年轻
人是东方市来三亚的务工者，因一直找
不到工作，快过年了没钱回家，可他家
里老父小儿都在眼巴巴地等着他回去
置买年货呢。吴松见此情形，便将身上
仅有的 1000元悉数送给他。当年轻人
双手接过这笔钱时，眼眶一红，连声说
了好几个“谢谢！”

在荔枝沟菜巿场的一角，有一个售
卖新疆馕饼的小摊子，摊主是一位 20
岁出头的维吾尔族姑娘。姑娘患有穿
孔性肺结核，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由
于家庭贫困，没钱买药，病情越来越严
重。今年 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松了
解到这一情况，先后给姑娘送去 2500
元，帮助姑娘渡过难关。

吴松与一位林姓大哥的故事更像
是电影里的情节。30 多年前，吴松与
父亲骑车去立才学校面试工作，太晚
了不好回来，林大哥好心 留宿了他
们。因为种种原因，吴松与林大哥失
去了联系。吴松 30多年来一直在寻找
林大哥。去年他终于找到了林大哥。
但此时的林大哥已身患重疾，家境也
因此变得拮据。吴松得知情况后，竭
力相助，先后三次给林大哥送去 9000
元，让林大哥看病治疗。吴松说，就是
这位林大哥，给年轻的他心里播下了善
的种子，他觉得，帮助别人，就是快乐自
己。

在同事、邻居、朋友们的眼里，吴松
就是一个热心人。吴松说家人也很支
持他做善事。他的工资自己支配，妻
子从来不过问，儿女工作了也不用他
负担。吴松还经常到三亚敬老院、三
亚社会福利院等机构献爱心。他说：

“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微不足道。但
我相信只要大家都献出一点爱，社会
就充满爱与温暖。”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记中国人民银行公德奖获得者吴松

本报记者 黎家璇

吴松给荔枝沟敬老院老人送去生
活用品和慰问金。（受访者供图）

文明交通Sy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讯
员 董奥）根据海南省道路交通
安全专项整治“新一轮三年攻坚
战”和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
要求，按照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统一安排部署，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三亚交警抽调警力配合
乐东交警开展大规模、高强度的
集中整治行动，从严从重查处酒
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
一步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
众出行安全。

行动中，交警联合执法小组
相互交流学习，紧密协作。在乐
东辖区国省道、农村公路等重点
路段统一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力
争达到全覆盖的缉查效果，严防
酒驾现象反弹，严防违法载人交
通违法行为冒头，切实降低涉及
酒驾、违法载人安全风险，筑起
一道道交通安全屏障。

同时，交警路管员对交通违
法驾驶人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教

育，让其认清交通违法行为的危
害性，提升驾驶人交通安全意
识，使他们自觉摒弃交通陋习、
拒绝交通违法，做到安全驾驶、
文明出行。

据统计，此次行动共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 441 起，其中醉
酒驾驶机动车10起，饮酒驾驶机
动车 12起，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1
起，准驾不符 5 起，无证驾驶 26
起，未悬挂机动车号牌 31 起，未
戴安全头盔 25起，驾驶报废车 1
起，改变外形 9 起，违法载人 4
起，违规载客2起，其他机动车载
人超员 8 起，劝导教育骑行未戴
安全头盔 299 起，其他交通违法
行为8起。收缴报废两轮摩托车
3辆，暂扣农用拖拉机43辆、厢式
货车3辆、皮卡车1辆、侧三轮摩
托车7辆、正三轮摩托车3辆、两
轮摩托车24辆、电动车6辆。有
效震慑各类交通违法犯罪行为，
切实筑牢交通安全防线。

三亚交警异地用警

严查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

我为群众办实事Sy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 通讯
员 廖茹奇）近日，在三亚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亮剑”下，一被执行
人及时缴纳了诉讼费。

王某民经黄某介绍认识五指
山某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某俊，双方多次协商项目投
资，2017年 3月至6月，王某民向
五指山某开发有限公司及董某
俊共计支付 128 万元。之后，项
目未能成功运行，王某民自2018
年 12 月 26 日起要求董某俊还
款。因董某俊未能按照承诺及
时还款，王某民将五指山某开发
有限公司诉至法院。经三亚中
院判决，五指山某开发有限公司
应返还王某民128万元及逾期利
息 ，并 承 担 一 审 案 件 受 理 费
18568 元、保全费 5000 元。该公
司不服，提起上诉。2021 年 12

月 22 日，海南高院作出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法院作出的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后，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没有缴纳
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三亚中院
今年5月5日正式对其立案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
法官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
表等相关文书。在对方未按要
求主动报告其财产的情况下，执
行干警一方面将被执行人列入
失信名单，通过网络查控查询其
银行账户存款并依法予以冻结；
另一方面与当事人取得联系，督
促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最终，
在办案人员的反复沟通和督促
下，当事人主动履行了义务，于
近日缴纳了诉讼费。

创文明城市 建美丽三亚Sy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诉讼费
法官巧用失信名单促执结

本报讯（记 者 吴 英 印）日
前，李某杰、邓某华等 24 人涉嫌
非法经营罪、污染环境罪一案，
由三亚市人民检察院向三亚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
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李某杰、邓某
华等24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
法讯问了各被告人，听取了辩护
人的意见。三亚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指控：被告人李某杰、邓某
华等人在收集、贮存、处置废铅
酸蓄电池过程中，未采取环保措

施，采取砍片、注水等方式，造成
三亚市吉阳区某车行收集网点、
湖南省耒阳市某街道办拆解厂
等多个场所环境严重污染，李某
杰、邓某华等人还将非法拆解的
铅原料冶炼成铅锭予以出售，获
利2000余万元。李某杰、邓某华
等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在
非法收集、贮存、处置、冶炼过程
中分工负责、利益均沾，形成相
对固定的犯罪链条，依法应当以
非法经营罪、污染环境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涉嫌非法经营罪、污染环境罪

24人被三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 者 吴 英 印）日
前，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依法
以涉嫌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曾
某某、李某某批准逮捕。该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经查，犯罪嫌疑人曾某某得
知被害人张某某（女，61 岁）未
婚，即虚构一个名叫“阿华”的男

子介绍给张某某，并以“阿华”名
义对张某某嘘寒问暖，使得张某
某对“阿华”产生信任。2019 年
10 月 12 日起，犯罪嫌疑人曾某
某、李某某串通共谋，以“阿华”
生活急需用钱、需要买地建房为
由，共骗取被害人张某某20余万
元，用于购买彩票。

骗取老人20余万元“打奖”
“阿华”被批捕

“创文”整治，让城市更美好

7 月 4 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动天涯分局、第一支队、第二支队
执法人员近 30 人，联合市委精神文明爱卫办、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单
位，到南边海社区开展“创文”联合整治。图为执法人员对沿街商铺
走访检查，对乱摆乱放等不文明现象进行整治。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