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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洪宝
光）连日来，记者接到多位市民投诉，反
映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振兴路一工地经
常中午施工，影响市民午休。几经投
诉，工地依然我行我素。

10月27日中午1时20分，记者来到
振兴路采访。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后
面一个叫椰岛华庭的工地，两辆混凝土
车正在作业，在工地里，至少有10多名工

人在施工，有的切木板，有的搬钢筋。
见到记者到来，居住在附近的市民

符先生指着工地说，最近一段时间来，
工地几乎天天中午施工，扰民比较严
重，有时晚上还通宵施工。符先生表
示，项目要建设，市民并不反对，但工地
能否中午2点后再施工，不要扰民。

中午时间工地能施工吗？根据《海
口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施

工作业应当采取不扰民措施并遵守作
业时间规定。禁止12时到14时、22时
至次日6时在城市噪声敏感区域内进
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

就此，记者联系海口市琼山区城管
局相关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尽快赶来了
解情况。2点20分，琼山城管相关人员
赶到现场。随后，琼山城管相关人士给
记者打来电话，表示因工作比较忙，赶

到工地时时间已超过2点，根据相关条
例，中午2点后可以施工，因而无法对
工地进行处罚。

据了解，椰岛华庭自从去年施工以
来，多次遭到市民投诉，琼山城管也多次
制止，并曾处罚过工地。然而，在市民的
不断投诉声中，工地依然我行我素中午
施工。违规施工何以屡教不改，又何时
能被真正“叫停”，本报将继续关注。

椰岛华庭施工扰民多次遭投诉，然而工地依然我行我素

中午施工扰民 叫停咋就这么难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宗兆
宣）“相关部门，请让高登西路路灯亮起
来。”近日来，海南中学一些学生和家长
纷纷拨打海口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及
媒体记者电话，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让
高登西路的路灯亮起来。这条正式通
车不到2年的市区道路，多次出现路灯
连续几个月不亮的情况，让海南中学的

几千师生和附近小区居民很无奈。

路灯不亮已成常态

据了解，海口高登西路2013年1月
实现功能性通车，2013年2月6日正式
通车，是琼山区“三纵三横”城市道路最
后一条施工路段。道路畅通后，使海口
龙昆南路和府城片区连成一体，极大方
便了市民出行。

但令市民苦恼的是，高登西路的
路灯经常关闭，居民长期摸黑出行成
为一种常态。家住该路段的佳宝花园

小区居民黄先生告诉记者，2013年初
道路畅通后，大家都非常开心，但道路
通车几个月了路灯都没亮起来，居民
为此多次投诉。几个月后好不容易路
灯亮了起来，但到 2013 年 11 月份路
灯又是连续关闭几个月。中间路灯断
断续续亮了几次，从今年 8月份起又
关闭了好几个月，这些路灯成了摆设。

21日晚上9时许，记者在海口高登
西路上看到，该路段路灯全部关闭，整
个道路黑漆漆一片。海南中学初中部
学生当时正好下晚修，学生在没有路灯
的路上穿行，身边汽车疾驶而过，安全

隐患很大。

欠电费路灯常被关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接到市民投诉
后，专门予以答复，表示高登西路的代
建单位是琼山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至今未移交该局，道路的日常管养仍由
琼山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责，建议
此办件转琼山区处理，督促该公司尽快
修复亮灯，并尽早完善手续办理移交。

琼山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现场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高登西路路灯经常关

闭是因为拖欠了供电部门的电费。因为
目前移交手续一直没有办好，公司每个月
要垫付几万元的路灯电费，有时因资金紧
张会拖欠电费，供电部门就予以断电，导
致路灯多次关闭。这次路灯被关后公司
已支付了拖欠的9000多元电费，而路灯
线路出现了一点故障需要维修，所以才出
现了几个月不亮的情况。

27日晚记者再次来到高登西路走
访发现，该路段路灯已全部亮了起来，
但附近受访市民都不约而同地担心：
路灯是否会像以前一样，亮了几天又
关了。

因拖欠电费，海口高登西路路灯常被关闭，海中附近居民多次投诉

路灯不亮黑漆漆 过往学生心慌慌

10月27日15时，海口市青年
路一空地上随意堆放的建筑装修
材料发生爆炸并燃烧，爆炸物质
主要为装修用的膨松剂瓶，无人
员被困。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时，火势处
于剧烈燃烧阶段，幸无人员被困。
现场浓烟滚滚，并伴有爆炸声，附近
居民十分担心。燃烧面积约100平
方米。灭火班利用18吨大功率水
罐车对火势进行扑灭，然后继续进
行冷却，其余人员做好现场警戒。
15时43分，现场火势被扑灭。

消防队员对工地进行了消防教
育与处罚。

本报记者 苏建强
通讯员 何宏国 摄影报道

膨松剂瓶乱放
爆炸引发火灾

社会聚焦

本报讯（记者黄能）近日，昌江黎
族自治县边防支队成功侦破海南省公
安厅毒品目标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4名，缴获各类毒品6.466千克，摧毁
跨海南、广东两省各市县的特大贩毒
网络。

2014年4月，昌江边防支队根据情
报掌握一条由广东徐闻经海南海口销往
昌江、澄迈等地的贩毒线索。

经侦查，扬某某系该贩毒团伙海南
地区主要犯罪嫌疑人，主要负责联系广
东上家购买毒品，偷运回海口藏匿，将
毒品贩转卖给昌江、澄迈吸毒人员，运
毒路线跨越广东徐闻、海口、澄迈、昌江
等地区。

同年9月12日，民警掌握到犯罪嫌
疑人扬某某将于9月13日联系广东上
线邓某某购买一批毒品，昌江、海口边防
支队抽调32名警力组成6个抓捕小组
展开收网。

在海南省边防总队、公安厅的指挥
下，9月14日凌晨1时至7时，成功抓获
邓某某、扬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
人，并在其出租屋、车辆和身上搜出毒品
共计6.466千克。

10月23日，海南昌江县检察院对
该案14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昌江边防摧毁跨省特大贩毒网络

缴获毒品近7公斤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李
关平 通讯员沈玉华 崔善红）记者今天
从海口龙华法院获悉，一男子砸破他人
车窗抢劫13.9万元，并在逃跑过程中
抢劫电动车一辆。刘某近日被龙华区
法院一审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3
年，并处罚金3万元。

今年1月29日中午2时许，被告
人刘某（现年26岁，陕西安康人）携带
一把水果刀窜至海口市友谊商场附
近一家建设银行伺机抢劫，见被害人
黄某明在银行柜台的窗口处取出现
金放入公务包内，遂尾随黄某明至龙
华区龙华二横路创新书店办公楼一
楼大院内。

黄某明将装有现金的公务包放入
大众轿车的后排座离开，当刘某捡一块
砖头正欲砸破车窗时，创新公司员工洪

某菊、彭某积、符某开过来大喊制止，刘
某不顾三人制止持石头砸破后车窗拿
走公文包并用随身携带的折叠水果刀
威胁洪某菊、彭某积等人不让他们靠
近，彭某积和符某开见状持扫把、塑料
凳子追赶刘某。

刘某退出大院恰遇骑电动车经过
的被害人曾某荣，其为了搭乘电动车逃
跑，持水果刀威胁曾某荣停车，曾某荣
及电动车上的乘客因害怕扔下电动车，
刘某骑该车逃离现场。

黄某明被抢的公文包内有13.9万
余元。案发后，公安民警从刘某住处缴
获人民币5.9万余元，刘某的家属退还
1.2万元，赃款共计7.1万还给黄某明。
同时，刘某家属赔偿被抢劫电动车主曾
某荣经济损失人民币1500元，并取得
曾某荣的谅解。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周月
光）业主不缴物业管理费，让物业公司
头痛，这事常有。近日，海口市龙华区
房管局却接到一起投诉：珠江物业公司
拒绝收取部分业主物业管理费，让业主
感到不安。

市民徐先生住在丁香家园小区，
他投诉：今年 4 月份以来，负责管理
丁香家园的珠江物业公司一直拒绝
收取他的水费、电费、卫生费和物业
管理费等，目前累计已经超过 1000
元，虽然多次交涉要缴费，但是物业
公司就是不收。不收费不要紧，关键
是物业公司又来个催款通知，说在规

定时间内如果不交费，就要停水停
电。

物业公司为何拒收业主缴费？
在徐先生的投诉书上，记者看到：今
年初，物业公司说，3 月份修理过小
区水泵，共花 2 万多元，要求业主每
户分摊70余元，捆绑在4月份和5月
份的物业管理费中收取。徐先生说，
他同意支付维修水泵的费用，但物业
公司必须出示维修水泵合同、收费发
票以及维修的其他证据等，而物业公
司一直提供不出来。他愿意缴正常
的管理费如水费、电费、卫生费等，
对于没有收费根据的水泵维修费，等

物业公司相关材料提供后再交。珠
江物业公司不同意，坚持业主不缴水
泵维修费就不收正常的水电费等物
业管理费。徐先生说，像他这样被拒
收正常物业管理费的业主还有不少。

记者随后采访了珠江物业公司管
理丁香家园的有关负责人。这位负责
人说，维修水泵之前进行过公示，由于
维修水泵的钱没有支付给维修公司，所
以一直没有开专用的发票。对于徐先
生说的不能提供维修合同，这位负责人
表示，没有维修合同，但有维修清单；对
于发有“停水停电”内容的催款通知，这
位负责人称，目的是让没缴费的业主赶

紧缴费。
对于徐先生的投诉，海口市龙华

区房管局物业科负责人说，物业公司
不出具维修手续就收费，这种做法在
程序上不对，有乱收费的嫌疑；水费、
电费、卫生费等正常的物业管理费与
维修水泵的费用是两种不同费用，物
业公司把两种费用捆绑在一起收是
没有道理的，房管部门将对此情况进
行查处；至于物业公司催款通知说要
停水停电，更是错误的，因为在法律
上，物业公司没有权力对业主停水停
电，徐先生不必担心被物业停水停
电。

你若不交维修费 我就不收物业费
丁香家园小区物业捆绑收费引质疑

本报嘉积10月27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
冼才华）10月26日凌晨，琼海市人民路某网吧门
前发生一起打架斗殴事件，造成一男子左胸部受
伤，一男子右臀部受伤，胸部受伤男子经抢救无效
于当日凌晨2时多死亡。

琼海市公安局办案民警赶赴现场连夜开
展案件侦破工作。经侦查查明，10月 26日凌
晨，被害人王某昌驾驶借来的一辆小汽车到一
网吧处找亲戚郭某新，并将该车停放在网吧门
前。犯罪嫌疑人全某岗等人认出王某昌驾驶
的小汽车就是之前与其产生过纠纷的人所驾
驶过的小汽车，立即持摩托车大锁打砸该小汽
车。

王某昌发现小汽车被人打砸后和郭某新一
起出来制止。犯罪嫌疑人全某岗、全某鸿、全某
浩、黎某珲等人便对王某昌、郭某新进行殴打。
王某昌在逃跑时被刺伤胸部，并在琼海市人民
路某文体店前人行道处倒地，经抢救无效于当
日凌晨 2时多死亡。被害人郭某新臀部被刺
伤，目前无生命危险。据了解，全某岗、全某
浩、全某鸿、黎某珲等人，年龄最大者22岁，最
小者14岁。

经办案民警通宵达旦地深入侦查并上门开展
工作，10月26日凌晨5时许，案发仅过了2个多
小时，犯罪嫌疑人全某岗、全某浩、全某鸿到案；
10月27日，另一犯罪嫌疑人黎某珲也向公安局
投案。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全某岗、全某浩、全某
鸿、黎某珲对故意伤害他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犯罪嫌疑人全某岗、全某浩、全某鸿、黎
某珲已被琼海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打架斗殴致一死一伤
琼海警方两小时破案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贺澜起）海口某
贸易公司在没有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下，擅自销售未经批准、检验的进口药品。近日，
海口市龙华区法院一审以销售假药罪判处该公司
罚金2万元，以销售假药罪判处该公司法定代表
人林某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
5000元。

海口某贸易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16日成
立，林某某（现年52岁，海口人）任该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职务系总经理。2012年12月，该公司
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始经营
药品销售。

2013年2月27日，海口市食药监局对该公
司商铺进行例行检查时，在销售货架及货柜中发
现胃仙U、蜜炼川贝枇杷膏、珮夫人止咳露、止痛
膏等68个规格品种的药品72瓶。但海口某贸
易有限公司无法提供出销售药品的购进单据、供
货方资质证明、进口药品注册证、医药产品注册
证、进口药品检验报告等材料，该批药品外包装
亦未标示进口药品注册证号或者医药产品注册
证号。

海口市食药监局根据相关规定，认定涉案的
药品为假药，将涉案药品登记保存。龙华区法院
经审理后，遂作出以上判决。

海口一公司负责人
无证经营进口药品获刑

本报三亚10月27日电（记者张靖超）25日
上午，记录了三亚警备区某连队历史的《南海蛟
龙》，由编撰者，即该连队老兵中的蓝文新等7人，
亲手送到该连队官兵手中，以期能够将该连队吃
苦耐劳、奋勇争先的精神，在新一代军人身上得到
传承。

据悉，《南海蛟龙》是由蓝文新等36名该连
队老兵根据回忆联合撰写，记述了该连队从诞
生至今的一系列辉煌历史，耗时7年，于今年9
月定稿，并通过审核。据其中一位编写人员、
该连队老兵钟振国介绍，该连队从林海雪原到
南海之滨，参与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及渡江
战役等一系列大小战役，在和平时期也曾荣获
集体二等功，有3人荣立二等功各一次，43人
荣立三等功各一次。尤其在1965年，该连队9
名战士武装泅渡琼州海峡，不借助任何工具、
完全依靠人力横渡。由于战功卓著，该连队被
称为“南海蛟龙”。

授书现场，蓝文新、钟振国等老兵向该连
官兵讲述了那些峥嵘岁月的部分军旅故事。
该连队现任连长霍耀勇表示，该连有着辉煌
的历史，现在老兵们载誉归来，与战士们现场
交流，誓要将连队血脉中的优良品质发扬光
大。

36位老兵将连队
历史编撰成册

10月25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养殖示范
基地，员工在管养鹅群。该基地面积1.45万平方
米，投资972万元。年存栏种鹅3万只，养殖示范
基地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将鹅苗供应我省中部各
市县农民进行养殖，极大推动了当地养鹅业的发
展。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本报石碌10月27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
李光贵）昨天上午，海南西线环岛高速公路（昌江
段）邦溪立交桥往邦溪镇方向，一辆大货车起火烧
毁，昌江消防火速赶赴现场救援。

据了解，当天早上6点40分左右，昌江119
接到报警，一辆大货车在环岛高速公路（昌江段）
邦溪立交桥往邦溪镇方向700米处起火。接警
后，消防官兵火速赶赴现场发现，一辆外地牌号的
大货车车头驾驶室着火，伴有大量的浓烟。在救
援官兵的共同努力下，5分钟后明火被扑灭，没有
人员伤亡。随后，指挥员命令继续对着火车辆进
行冷却，直至确定没有复燃危险后，将现场移交给
交警处置。

经现场初步了解，起火原因是因载货过重，而
且长时间行驶，导致轮胎过热引起。

昌江一货车起火
消防火速救援

本报三亚10月27日电（记者张靖
超 通讯员徐喆）记者今日从三亚市交警
支队了解到，三亚预计将于今年11月下
旬，完成新驾考规定的科目三考场建设。

据该支队有关负责人介绍，按新驾考
规定，由于引入电子评判，针对科目三的
评判方式变化最大，现有考场设施已不符
合新的要求，因此将对三亚现有的科目三
考场进行改造，在建成前，除省交警总队
的考场试运行外，海口和三亚全部暂停科
目三考试。从11月1日起，全省将统一启
用计算机考试系统开展科目三实际道路
驾驶技能考试评判工作，其中，小型汽车
科目三路考共有100项扣分标准，其中电
子自动评判76项，人工评判24项。

三亚下月下旬完成
新科目三考场建设
在此之前暂停该项目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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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贺澜
起）近日，东方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执法人
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位于东方市新街
农贸市场路边的黄某非法销售假冒化妆
品，执法人员依法没收其违法所得并按
上限给予罚款。

日前，东方市食药监局接到有人涉
嫌非法销售化妆品的举报后，立即派出
执法人员赶赴现场核查，发现一男子在
地上摆卖多种常用化妆品。当执法人员
准备对其进行调查时，此人锁上自己的
货车后迅速逃离现场。在辖区民警的配
合下，东方市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将车门
打开，当场对涉案的35种1262瓶化妆
品进行查封扣押。

案发次日，当事人黄某主动到东方
市食药监局接受调查。经调查核实，发
现当事人黄某系流动商贩，所销产品属
未取得《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的
企业所生产的化妆品。对此，东方市食
药监局依据《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有关
规定没收黄某违法所得并按上限给予罚
款。当事人黄某对处罚无异议，表示今
后不再从事类似违法经营行为，并愿意
配合做进一步的案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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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销售化妆品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