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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吴淑骁 王成芳

在农村，“外嫁女”常常被排除在
征地款补偿之外。不过，这种情况正
在改变。2014年3月，杨某梅等11人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两年之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最终判决村民小组向杨某梅等人支付
土地租赁款和征地补偿款合计人民币
59.4万元。

一审支持“外嫁女”诉求
不料二审撤销原判

杨某梅等11人是海口市秀英区

长流镇会南村委会富教村民小组（以
下简称富教村民小组）的村民。2014
年1月份，富教村民小组制定《租赁款
预支方案》，预支金额为每人 4000
元。同年3月份，该村民小组又制定
《土地征地款预支方案》，预支金额为
每人50000元。但是这些预支方案
并没有将“外嫁女”纳入到补贴人员的
范围内。

富教村民小组以杨某梅等人属
“外嫁女”及款项是预支款为由，不同
意给杨某梅等人分配上述款项。杨某
梅等人认为村民小组分配土地征地款
不公，遂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14年6月份，海口市秀英区人
民法院做出一审民事判决。一审法院

认为，在征地补偿款安置方案确定时
杨某梅等“外嫁女”婚后户籍仍在富教
村，在嫁入地亦未分配土地或土地补
偿费，可以认定其具有富教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资格，随他们生活的未成
年人，亦应认定具有富教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遂判决支持杨某梅等
人诉求。

富教村民小组不服提起上诉，
2014年11月，海口中院作出二审判
决。二审法院认为，对于仅户口登
记在集体经济组织，但不在集体经
济组织实际生产、生活的，应当认定
其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杨某梅等人
诉求。

申请再审亦被驳回
海口检方依法提抗

杨某梅等11人向法院申请再审，
但法院仍驳回请求。在万般无奈的情
况下，杨某梅等人到检察机关申请民
事诉讼监督。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该
案的争议点在于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的认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关键
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以本
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
其次才考虑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
户籍以及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

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且生产、生活的
标准只要求较为固定，并非绝对固定，
是一项兼顾的标准，并非基本标准。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外嫁女
的户口没有随迁，也未在嫁往的村取
得承包地，仍是富教村村民，与村民应
享受同等待遇。

据此，海口市检察院依法向海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抗诉。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经再审后依法认定杨某梅等“外嫁
女”及随其生活的未成年子女等11人
具有富教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撤销原二审判决，维持原一审判
决，判决村民小组向杨某梅等人支付土
地租赁款和征地补偿款合计人民币
59.4万元。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

不给征地款“外嫁女”状告村民小组
海口富教村民小组被判支付59.4万元

两家结怨十多年，遭打击报复

澄迈一男子被捅身亡

本报金江7月28日电（记者良子）7月27
日10时18分许，澄迈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
群众报警称：在澄迈县金江镇美亭工作站老圩
信用社斜对面的小巷里，发现美亭村委会书记
罗某章被人持刀捅伤倒在地上。接报后，澄迈
县公安局相关部门人员赶往现场。

经过调查，发现金江镇美亭村的吴某万具
有重大作案嫌疑。澄迈警方立即组织抓捕组到
吴某万家抓捕，但其不在家。当天13时30分
许，吴某万在金江镇潭官村路口在其父亲的陪
同下主动联系美亭派出所投案。

经查，7月27日10时许，死者罗某章和犯
罪嫌疑人吴某万在老圩信用社斜对面的小巷里
相遇，吴某万拿水果刀向罗某章的腹部捅了几
刀，随后，吴某万持刀逃离了现场，最后罗某章
被送往澄迈县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审
讯，犯罪嫌疑人吴某万对持刀故意捅伤他人致
死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经调查，案件起因为吴某万与死者罗某章
两家已有十多年积怨,吴某万对罗某章故意伤
害致死行为的主要动机是打击报复。

目前，此案正在办理中。

“海口网警巡查执法”
账号上线
市民可通过微信微博举报网上
违法犯罪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良
子）记者今天从海口警方了解到，“海
口网警巡查执法”账号已于日前正式
上线运行，在互联网上开展巡查执法
工作，并接受广大市民举报网上违法
犯罪线索。

据介绍，网上公开巡查执法工作
一是通过24小时巡查，及时发现网络
各种违法犯罪信息和有害信息；二是
依法震慑制止网络违法犯罪和网上不
良言行，对情节轻微的网民进行教育
警示，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相
应法律责任；三是发布典型网络犯罪
案例和警示防范信息，协助网民提升
网上安全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四是
接受网民举报网上违法犯罪线索，开
展网上法制宣传教育等等。

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微
信公众号：海口网警巡查执法，也可以
搜索并关注官方微博：海口网警巡查
执法，对身边的网上违法犯罪行为进
行举报。

本报三亚7月28日电（记者孙
婧 特约记者罗佳）一名流窜全国作
案的犯罪嫌疑人近日在三亚犯案，
他从一对意大利夫妇处盗窃了500
欧元被捕。由于该犯罪嫌疑人李某
兵体内存有一条长约15厘米的金属
异物，三亚警方决定先为犯罪嫌疑
人取出金属异物，再依法处理。

6月 26日，一对意大利夫妇在
三亚亚龙湾某酒店海边游泳时，将
随身携带的腰包放在沙滩上。中午
1时许发现包不见后，夫妇俩立即报
警。接报后，辖区亚龙湾边防派出

所民警、吉阳分局刑警大队联合介
入调查。经视频侦查，民警发现嫌
疑男子乘坐一辆小轿车进入酒店
后，背着双肩包径直走到海滩，从海
滩返回时身上多了一个腰包，拐到
小树林时“消失”，再出现腰包已不
在身上，后坐来时车辆离开。办案
民警通过监控视频一路追踪嫌疑
人，进一步确定了其着装特征和车
辆信息等情况。

警方通过梳理近期发生在三亚
海滩的拎包案件线索时发现，拎包
犯罪嫌疑人李某兵的体貌特征与嫌

疑人相似，但因其腹部有金属物残
留，不能收押入看守所羁押，现监视
居住在外。警方立即找到李某兵，
发现其正好穿着与当天作案嫌疑人
相同的衣服，同时在身上找到了一
张500面值的欧元。

在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李某
兵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据了解，
李某兵于6月25日抵达三亚，第二
天在亚龙湾实施盗窃。现年45岁的
他吸食冰毒，曾于2004年、2013年、
2015年盗窃他人财物，于2006年持
刀抢劫，被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刑拘4

次，皆因其体内存有金属异物无法
进行羁押而取保候审。他把体内存
的金属异物当成了“护身符”，在全
国各地肆意作案多起。

三亚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表
示，对此类犯罪要坚决打击处理。
三亚警方已依法刑拘犯罪嫌疑人李
某兵，并同医院协商医治方案。7月
5日上午，在警方的看护下，李某兵
在医院接受手术取出异物，经过治
疗，于7月9日康复出院，回到三亚
市第一看守所继续羁押。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因腹内有金属异物无法羁押

男子各地肆意盗窃抢劫 最终三亚落网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吴胜安 吴慧）记者从海
南省气象台获悉，日前，中国气象局
国家气候中心发布全国夏季炎热城
市情况，根据30年的气象资料综合
分析，得出夏季炎热程度靠前的十个
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分别为：福州、重
庆、杭州、海口、长沙、南昌、武汉、南
宁、西安、广州，海口入围“四大火炉
城市”。根据年均高温（大于35℃）日
数来看，海口 26.3 天，紧跟福州

（32.6）天 、重 庆（29.6）天 和 杭 州
（27.2）天，居“四大火炉”之列。但
是，海口真的是“火炉”吗？

省气象台专家解释，早在没有
气象大数据的民国时期，人们就根
据自己的直观感受提出过“四大火
炉”的口号，重庆、武汉、南昌和南
京当选。而这些长江沿线城市之
所以当选，与当地特殊的下垫面密
切相关。它们周围有丰富的水系，
夏季蒸发旺盛、湿度大；而在副热
带高压的控制下，大气上下层水热
交换被抑制，导致近地面长时间
（可连续10天以上）保持高温高湿
的环境。

海口的热与以上“火炉”明显不
同。海口高温日数多，但并不集中，
松散分布在从3月到8月长达半年的
时间轴上，甚至2月和9月也有可能
出现。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是6月，
但平均来说仅7天。海口连续高温
日数也不长。从1951年以来，连续
高温日数超过10天的高温过程只有
13次（分布于11年中），最长连续高
温日数为21天（1977年）。

此外，如果说夜间热也是“火炉”
的特点，那海口就有点不像“火炉”
了。1951年以来，海口夜间最低气
温超过28℃的只有32天，年均不到1
天，超过 29℃的只有 4 天，最高

29.4℃（2005年7月21日），日数、极
端值均远远低于以此标准评出的十
大“夜间火炉”城市武汉、南昌、长沙、
上海、合肥、重庆、杭州、广州、南京和
济南。

另外，专家认为，海口虽说35℃
以上的“普通”高温日数比较多，但
37℃以上的酷暑日并不多。比较历
年全国31个省会城市高于37℃的日
数可以发现，海南年均37℃以上的酷
暑日数不足1天，远远少于大部分省
会城市。因此，专家认为仅从高温天
数来看，福州、重庆、杭州、海口排在
前面，海口入选“中国四大火炉城
市”，这种说法不科学。

年均高温天数居前 海口真是“火炉”吗？
省气象台专家：这种说法不科学

临高一血友病学生
获善款6万多元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丁平）今天，
临高县调楼镇的王建忠起了早床，特意乘车赶
往海口，将一面写有“为民排忧，扶残济困”的锦
旗，送到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王建忠说：“如果
不是海南省残联、省残疾人基金会发动募捐，我
根本没有钱继续给儿子治病。”

王建忠的儿子王小群是一名肢体二级残疾
的学生，就读调楼中学。因患有血友病，加上右
脚膝盖部发肿流血，一直都在接受治疗。5月
26日下午，得悉家里实在拿不出治疗费的王小
群无奈之下，给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符永发了一条求助
短信。

孩子的病令人揪心。符永通过微信朋友圈
发起拯救患病残疾学生王小群的爱心募捐活
动。于此同时，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通过腾讯
公益平台，发动爱心人士慷慨解囊。目前为止，
共募得6万多元善款。

王建忠告诉记者，得到社会的爱心资助，
孩子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现在在家，已经可
以正常吃饭、睡觉。“要不是省残联相助，孩子
活不到今天。”王建忠说，家里靠他打渔为生，
从孩子病情确诊到现在，已向亲戚朋友借了二
十多万元。

据孩子的主治医生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生王
若云介绍，他的情况在血友病里面算是比较严
重的，只能靠输入凝血因子来控制，要想保住生
命，要经常入院治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对此，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呼吁，希望社会
各界用“爱”守护他的生命。

三亚大力推进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
封停带病运行电梯15台

本报三亚7月28日电（记者刘
袭 通讯员符丹丹 伍志清）三亚大力
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消除老旧电
梯安全隐患。三亚质监局近日查封
非法带病运行的老旧电梯两台，今年
累计封停电梯15台，处理电梯投诉
15起。

三亚共有电梯8000多台，其中不
少是老旧电梯。三亚质监局非常重视
公共场所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截至
6月30日，明珠广场已完成16台老旧
扶梯改造升级，夏日百货16台老旧扶
梯现已开始施工，进行改造升级。亚
龙湾红树林酒店、亚龙湾喜来登酒店、
城郊检察院、东海明珠嘉园等一批公
共场所拆除老旧电梯7台，更换新梯7
台。金河公寓等单位已筹措资金购买
新梯，预计年内可更换完毕。

7月28日凌晨，在海口市碧海大道，听漏工苏英岱（左）和王闻用“听诊器”巡
查水管漏点，解决居民反映的水压变小问题。

据海口威立雅水务管网运行部范高哲介绍，听漏是为了找到地下水管是否渗
漏，防患未然。听漏需要在安静的深夜进行，因为深夜杂音少，用水量也小，听漏效
果最佳。2015年，听漏工巡查管线约1600公里，发现364处漏点，处理应急捡漏
单531起，为海口市节水约1600万吨。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听漏工:
为供水管网号脉的“夜巡人”

本科第二批征集志愿
平行投档分数线划定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高春燕 实习生陈卓斌）记者从省考试局获
悉，我省今年本科第二批征集志愿平行投档分
数线于今天下午划定，其中文史类最高分为华
北理工大学664分，理工类最高分为集美大学
611分。

三亚拆除76栋房屋
助力东岸湿地公园项目推进

本报三亚7月28日电（记者陈雪怡 通讯
员董丽春）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吉阳区了解到，为
了使三亚东岸湿地公园排洪沟达到纳洪、泄洪
及排污的多重功能，实现湿地净化的良好功效，
顺利推进该项目进程，今天，吉阳区出动9台炮
机，对东岸湿地公园排洪沟下游河边（山屿湖路
段）40米内的76栋房屋进行拆除，总建筑面积
约4.5万平方米。

据介绍，东岸湿地公园项目，是三亚“双修”
“双城”重点项目之一，是一项民生工程。项目
是否顺利推进，其排洪沟的建设和畅通首当其
冲。只有真正疏通涵养湿地公园的这条“主动
脉”，才能让湿地的“造血功能”正常运转并发挥
能动作用。随着4万多平方米的房屋建筑逐渐
被拆除，东岸湿地公园项目再向前跨出一大步，
一条既能调蓄雨洪旱涝又能提供农田灌溉的排
洪沟指日可待。

此外，东岸、月川棚改安置区项目拟于8
月底开工，目前正在进行招标。据悉，东岸棚
改安置区项目用地面积约160亩，将配有安
置房、社区医疗中心、村民活动中心、幼儿园、
停车场等。月川棚改安置区项目用地面积约
240亩，其中，住宅区将用于安置月川原籍村
民，公寓楼将安置第六类情形人员及老干区
居民。

聚焦三亚“双修”“双城”

农村特岗教师
入围面试名单公布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 实习生陈卓斌）
今天上午，省教育厅公布海南省2016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岗教师、
学前教育农村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入围
面试人员名单。

记者了解到，海南省2016年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岗教师招聘入
围面试合格分数线为：音乐、美术、体
育学科为50分，其他学科为60分。
海南省2016年学前教育农村特设岗
位教师招聘入围面试合格分数线为
55分。

省教育厅提醒，入围面试的人员
应按照招聘公告的要求，携有关证件
和材料在8月3日至5日期间，到各招
聘市县教育局参加资格复查。通过资
格复查的人员方可参加面试。

面试时间为8月上旬，主要采用
结构化面试方式，主要测试考生的综
合素养和学科教学基本功，其中音乐、
美术、体育以专业技能考核为主。面
试合格分数线为60分。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