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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男童跟奶奶外出购物走失
所幸未发生意外，海口龙华消防队员发现后细心保护，随后报警帮其找到家人
□通讯员 潘伟 记者 钟起的
本报讯 昨日上午 9 时 20 分许，一名约 3 岁
的男童走失，独自一人在海口金贸中路 15 号龙
华消防大队金融中队门口徘徊。经过消防队员
多方努力，
半个小时后终于帮男童找到家人。
据了解，男童的家在海口龙华消防大队金
融消防中队附近，平时由奶奶带，一般都是在家
周围活动玩耍。昨日上午，奶奶带着男童外出
购物，一个不留神，男童玩着玩着就走到消防中

队附近迷了路。因为隔着围栏和绿化植物，站
岗的消防队员并没有发现男童。
不知道男童在消防中队围栏外玩了多久，
直到一个路过的老奶奶发现了男童身边没有家
人，才向消防中队站岗的消防队员反映。消防
队员立即出门查看，
同时向中队领导汇报。
消防官兵发现男童后，第一时间将他保护
起来，并安抚其情绪。男童没有哭闹，对周围的
陌生人有警惕心理，不管消防队员问什么都没
有应答。

消防队员看男童没有应答，而且带着一辆
玩具车，估计他家住在附近。随后，消防队员在
男童身边默默地保护着，等待他的家人过来。
等了 20 分钟，消防队员没有看到男童家人，
就拨打 110 报警，希望警方帮忙共同寻找男童
的家人。
过了一会，一名中年女子边打电话边跑过
来，说男童是她的侄子。男孩看到该女子后挣
扎着要向她跑去，因为没有核实该女子的身份，
消防队员阻止男童和该女子接触。

就在此时，派出所民警到了现场。派出所
民警在核实该女子的身份时，一名中年男子和
一名老奶奶也赶到了现场。老奶奶第一眼看
到孙子就哭着扑过去抱起他，男童也跟着哭了
起来。
经派出所民警核实，这三人皆为男童的家
人（婶婶、
叔叔、
奶奶）。
男童的家人在离去前不停地向消防队员道
谢，感谢消防队员在男童走失的这段时间里对
他进行保护。

小公园人行道地砖破损

有人随意倾倒建筑垃圾

海口秀英街道办：会尽快将问题上报并进行维
修预算，
预计两周内修复

市民担心会影响到五源河湿地公园；海口秀英
区城管、国土等部门介入调查

□实习生 符映雪 记者 刘柯娜 文/图
本报讯“我们小区附近的海清园人行道
有多块地砖损坏，平时晨跑很不方便，附近的
老人、小孩多来这里散步、玩耍，稍不小心就
会摔倒。”昨日，海口秀英区花城锦苑小区的
业主反映，小区附近有一处名叫海清园的小
公园，他最近发现，海清园周边的人行道有多
块地砖损坏，影响附近居民日常晨跑和休闲，
存在安全隐患。对此，秀英街道办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将把问题上报相关负责人，后续将
进行维修预算，预计两周内可以完成路面修
复工作。
昨日，记者来到秀英区丘海大道与南海大
道交叉路口处的海清园看到，海清园西北侧有
一条长几十米、宽约 4 米的人行道，该人行道
旁有很多茂密的绿化树，有市民坐在树下的石
凳上乘凉。记者沿着人行道走访发现，该人行
道上有三处较大面积的地砖破损和缺失现象，
有些破碎的砖块
“横躺”在路面上，地砖缺失的
路面凹陷下去，不时有市民骑着电动车经过该
人行道。
“每次骑车经过这里，一不注意就骑到坑
里了。”一名骑车路过的市民说。
“地砖损坏一
段时间了，应该是车辆压坏的，地砖破碎后我
们就会扫走，不然下雨天会积水，踩到砖块上
水会溅出来。”一名清洁工介绍，海清园附近有
3 个住宅小区，每到晚上附近小区部分居民会
来这里散步和跳广场舞，破损的地砖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
“我和老伴经常来这里晨跑，这些损坏的
地砖就在路中间，对我们晨跑会造成影响，有
时候不注意可能会踩到坑里。”住在附近一小
区的崔大爷介绍，他刚从四川老家来到花城锦
苑小区居住一个月，他和老伴经常来海清园散
步和晨练，这些破碎的地砖不仅影响附近居民
日常的休闲，也有损市容市貌。
“周末的时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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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执法人员现场调查
□记者 苏钟 文/图

人行道上的地砖破损
这里玩的小孩很多，在人行道上奔跑嬉闹容易
摔倒，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把路
面修好。
”
崔大爷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秀英街道办相关工作
人员。据介绍，该人行道部分地砖曾开挖铺
设自来水管道，导致开挖过的部分地砖受车
辆碾压后容易产生破损现象。该工作人员表
示，将把地砖破损的情况向相关负责人上报，
后续将请维修公司进行维修报价，根据维修
预算结果开展后续的相关工作，预计两周内
可完成路面修复工作。

本报讯“有人将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在小
区后面，附近是水塘和空地，而且靠近五源河
湿地公园，我担心五源河湿地公园会受到影
响。”昨日，海口一市民拨打 12345 说。海口市
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昨日赶到现场调
查后表示，该处区域位于五源河湿地保护区域
和荣山河湿地保护区域的中间，并不属于湿地
保护范围。随后，海口市秀英区国土和城管部
门的执法人员先后赶到现场调查。执法部门
发现倾倒在该处的建筑垃圾后，已联系车辆将
建筑垃圾运走，下一步他们将加大巡查力度，
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据市民反映，海口秀英区长滨路龙光海云
天小区后面靠近五源河湿地公园，有人将渣土
和建筑垃圾倾倒在这里，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是
否合理，
其担心会影响到湿地公园。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海口长滨一路和长滨
东五街交会处看到一片水塘和空地，在空地上
明显有一部分黑色泥土是近期倾倒在该处的，
旁边停放着一辆挖掘机。据附近居民反映，这
里就是倾倒建筑垃圾和渣土回填的位置。记
者随后联系了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的工

作人员了解情况。
“这个范围不属于湿地保护区域，湿地保
护往东北方向是五源河湿地公园，在长德村
后面有一处荣山河湿地保护区域，这一片土
地具体是什么性质还要问国土和规划部
门。” 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技术人员告
诉记者说，该处并不是湿地，只因长期闲置常
年积水以致容易让人误判为湿地。该处区域
位于五源河湿地保护区域和荣山河湿地保护
区 域 的 中 间 ，并 不 属 于 划 定 的 湿 地 保 护 范
围。对于这片区域土地的具体性质，需要辖
区国土部门进行界定。
随后，海口市秀英区国土部门的工作人
员也赶到现场了解情况。海口市秀英区国
土资源执法大队一中队王中队长介绍，前天
下午他们接到市民投诉后曾赶到现场，没有
发现施工机械也没有看到当事人，昨天早上
过来后，已经有人员提供了一些相关资料给
国土部门，目前国土部门正在展开进一步的
调查。
王中队长告诉记者，这块地是附近村里的
土地，具体属于农田还是其他性质还需核查图
纸才能确定。下一步，国土部门将确定土地性
质再做进一步调查。倾倒在这片区域的除了
渣土还有部分建筑垃圾，国土部门已联系长流
镇城管部门到场处理。
昨日，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城管执法中队
渣土组谭组长告诉记者，接到有人在这块空地
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的投诉后，城管部门非常重
视，立即派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现场发现
一堆建筑垃圾，但建筑垃圾的源头在西秀镇，
不在长流镇的辖区，所以目前还在排查中。下
一步城管部门会加大巡查力度，防止此类事情
再次发生。
。
城管部门的执法人员表示，他们发现倾倒
在该处的建筑垃圾后，已经联系车辆将建筑垃
圾运走。

“电的”
一字排开、货车霸道停放、摊贩占道摆摊……

海口城南路交通“肠梗阻”市民通行难
□记者 钟起的 文/图
本报讯“每天下午五六点，海口城南路
凤翔农贸市场路段、城南一横路真是寸步难
行。”11 月 7 日下午 5 时，海口市民周先生向
本报反映，每天下午五六点城南路与城南一
横路交会处的交通“肠梗阻”，车开不动，人行
不了。
7 日下午 5 点半，记者来到城南路看到，
在该路段西侧（龙华区管辖），几辆私家车占
道停车，后面的车辆和行人只得从马路中间
经过；东侧的凤翔农贸市场门口路段（琼山区
管辖）则有 20 多辆等待拉客的电动车一字排
开，将非机动车道堵得严严实实。在城南一
横路农贸市场南门外，多名摊贩在占道摆

摊。而城南一横路与城南路交叉路口处，一
辆车牌号为琼 ACQ9××的厢式货车停在路
口，几乎霸占了一半路面，车上没有人。在该
货车前面停着一辆农用三轮车，一名男子在
车头处就地摆卖瓜子等。由于这两辆车占
道，导致路口处的交通几乎瘫痪，里面的车出
不了，外面的车进不去，而在路边停车拉客的
电动车驾驶员却视而不见。一时间，汽车、电
动车喇叭声此起彼伏。
“城管一来摊贩就跑，城管一走摊贩又
占道。另外，路边等待拉客的电动车乱停
乱放也导致交通受阻。”周先生表示，海口
开展“双创”后，城南路凤翔农贸市场周边
的环境大有改观，但最近每天下午五六点，
占道摆摊、霸道停车等各种乱象有所反弹，

海口城南路通行难
尤其是拉客的“电的”更是随意占道，行人
走路得从这些车辆中穿行。周先生希望有
关部门继续加强整治和管理，确保道路交
通安全、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