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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发店突然进
来!名蒙面男子#将店里砸烂#损失
了"万多元#这让澄迈的王女士很是
郁闷$ 目前#澄迈警方已介入调查$

王女士介绍# 她在澄迈金江文
化北路开了家美发店# 已有#年多$

在!$日晚%时许#店里的师傅正在帮
客人剪头发$ 突然#!名蒙面男子持
利器冲入店里# 二话不说就将店里
的镜子和音响等物品砸得稀巴烂&之
后扬长而去$ 王女士说#最近没得罪
人# 真闹不清为何这些人来砸她的
店$ 事后#她立即向派出所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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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公
众意见可作否定项目依据$ 刘女士是
海口紫荆花园小区的一名业主#!'#(

年#她发现自己所在小区的铺面要建
设一个餐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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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由此带来的油烟%噪
声影响正常居住#她和小区其他住户
强烈反对该项目建设$

!(##年#(月#在有关部门对该项
目组织进行环评时#参与公众调查的
%()以上紫荆花园业主持反对意见$

随后#海口市环保局据此做出了不同
意该项目建设环保审查意见$

海口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称# 在受理该咖啡会
所环评审批期间# 因在住宅小区内
经营餐饮行业影响到周边住户#经
过开展公众调查# 共回收调查表%%

份#其中持反对意见的有%'份#绝大
多数业主表示不同意$ 据了解#此前
项目还与小区群众数次发生激烈冲

突# 金贸派出所也因此多次出警处
理$ 由于周边住户强烈反对#且项目
餐饮排烟管道的布设难以满足环保
要求#该局根据相关规定#作出了不
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该餐饮项目投资商李某不服环保
部门的审查意见# 遂向海口市秀英区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审理认为#根
据相关法规# 公众意见可以作为否定
项目建设的依据# 任何经济建设不能
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 于日前驳回了
该餐饮项目投资商的诉讼请求$

此外# 在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后# 为引导金色海湾两
岸咖啡会所项目建设和经营# 海口市
环保局积极服务该项目# 局分管领导
和工作人员主动到现场沟通协调#经
过耐心细致的沟通与讲解# 投资商李
某最终采纳了该局协调建议# 决定不
经营产生油烟的服务内容# 并采取相
应的整改措施$鉴于此#海口市环卫局
批准该项目#并于*月#+日出具了金色

海湾咖啡会所的环评批复文件$ 一方
面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也
切实维护了公众的环境权益$

海口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局将立足服务发展%服务转型%服务
民生的需要#进一步完善项目环评%规
划环评等措施#加大对餐饮%娱乐等三
产服务业的管理力度$ 在把好环保审
批关口的同时#主动协调#积极为企业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维护公众环境权
益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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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公安
边防支队在短短的$天时间里# 成功
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抓获贩毒分子
#!名# 缴获冰毒!,-克% 毒资#(万余
元%涉案车辆!辆$这是文昌边防支队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破获的第#*起
贩毒案#也是近年来文昌地区破获的
涉毒量最大%交易方式最隐蔽的一宗
贩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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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文昌边防支队锦山边防
派出所的民警在审讯吸毒人员阿飞
时# 突然间# 阿飞的手机接到一条短
信#民警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近期货
源充足#如需#可联系'(这一条看似平
常的短信# 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高度警
觉$经审讯#阿飞交代了短信中所说的
&货(其实就是毒品#发短信的人叫海
叔$得知这一情况后#民警让阿飞给海
叔回了一条短信#表示有意进行交易#

并与海叔约定了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与此同时#文昌边防支队接到案情后#

也立即抽调一批办案骨干# 会同锦山
边防派出所共同办理此案# 办案民警
于*月#,日晚将海叔抓获$

海叔已年过六十#早在#%,+年便
已经开了他的吸毒生涯$ 据海叔交

代#自己手中并没有多少毒品#但他
知道一个叫强子的人&货源(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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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海叔按照警方事先制
定好的方案# 拨通了强子的手机#二
人约定于当日下午在文昌火车站附
近的一家木材加工厂内进行交易$

当天#,时*"分#强子驾车出现在
指定地点$ 为防止惊动强子#民警只
能在远处进行监视$就在海叔将钱付
给强子的一瞬间#几名便衣民警从四
面冲了出来#将强子摁倒在地$然而#

当民警对强子进行搜查后却并未发
现毒品的踪迹# 他还非常镇定地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难道我跟朋友谈点
事也犯法吗*民警断定强子一定是事
先将毒品藏在了附近的某个地方$经
过近一个小时的努力#民警在一堆木
材里找到了一个装有"*克冰毒的黑
色塑料袋$

由于强子被抓获时身上并未携
带毒品#因此#面对民警的审讯#他至
始至终矢口否认与此案有关$

面对&守口如瓶(的犯罪嫌疑人#

民警并没有气馁# 在接连抓获肥燕%

黑三%阿盖%飞仔等多名毒贩之后#最
终#强子的妻子阿丽因同样参与贩毒
也落入法网$ 在众多证据面前#阿丽

承认自己和丈夫今年春节后从深圳
回到文昌老家开始从事贩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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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收集证据#*月!*日下
午# 民警带着阿丽来到了她的家中#

让其指认藏匿毒品的地方具体位置$

就在取证工作快要结束时#阿丽提出
了希望能见一见自己那三岁的儿子$

考虑到孩子还小#警方只留下几
名身着便服的民警在一旁看守$阿丽

陪儿子玩着一款电子游戏$当屏幕上
显示出&游戏结束(的字样#这似乎也
预示着阿丽夫妇的&玩命游戏(也即
将结束$阿丽抱着自己的儿子说)&爸
爸和妈妈要出趟远门#最近会由大姨
照顾你#你要听大姨的话#好好读书#

将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当
儿子被阿丽的姐姐抱下楼的那一刹
那#她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悲伤和悔
恨#抱头痛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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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文昌市政
府出台的,文昌市人口与计划生育
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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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了计生家庭特别扶助对象每人每
年的奖励扶助金标准# 从!(#!年#

月#日起# 由每年的#!((元提高到
#,((元$

,办法-规定#领取,独生子女
父母光荣证-的农村居民#在分配
征用土地安置补助款和集体经济
利益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
基地时增加一人份额. 在扶贫项
目%资金%技术等方面予以优先照
顾$对于主动落实长效绝育措施的
农村二女户# 除了一次性奖励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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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对生活困难的夫妻双方及其家
庭成员#符合低保条件的#可由市
民政部门优先列为农村低保对象$

农村独生女和二女户子女考上大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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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学校录取通知书或证明#本
科的一次性奖励!(((元#参军一次
性奖励#(((元$ 另外#文昌市出台
的,关于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理
的指导意见-# 加强对有征地任务
的单位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政策的
指导#确保针对计划生育家庭优先
优惠政策的落实$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建
立对改变文昌市群众的生育观念

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目前#仅在
文昌市农村中#生育一孩就主动放
弃生育或孩子已满+周岁推迟生育
二孩的农村夫妇有#"(((多对#其
中有"(((多对农村育龄夫妇领取
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据悉#&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
助(对象是指我省城镇和农村独生
子女死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
收养子女家庭的夫妻$同时符合如
下条件的#一是扶助对象夫妻一般
应在#%**年#月#日以后出生#女方
需满+%周岁.二是只生育一个子女
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三是现无存
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
残疾!

]^_`abJCc

"$

!"#$

!

%

"$

&'

!实习记者
de ()"*

"海口市白龙南路琼苑
花园小区的商铺中有三家餐馆被投
诉$一家的油烟直排向人行道和马路#

另一家的后厨污水污油乱淌# 再一家
新店装修周末也不闲着$ !$日#家住琼
苑花园小区的欧女士向记者一一数着
三家餐馆是如何扰民的$

在欧女士看来# 三家餐馆中的龙
泉人# 是导致周边空气质量下降的罪
魁祸首$记者在现场可以看到#巨大的
排气管嵌在建筑的外壁# 排烟口正对
着人行道和马路#生意旺时#肉眼可见
的大量油烟从该口中排出# 数百米外
也能闻到这家店饭菜的味道$ 在排烟
口的下方# 地面因油污和杂物的长期
&洗礼(#变得乌黑一片%油腻不堪$

对于该排烟口# 餐馆的邓姓助理
称#餐馆有从环保部门拿到排放污染物
许可证#并没有违规行为$ 但根据住建
部门的规定#建筑物外墙设置排气管同
样需要报批#对此她表示并不了解$

欧女士表示# 另一家的福山咖啡
的排污工作做的也不是很好# 从后厨
能够看到# 一旁排污沟周围到处是污
水污物#味道很大#旁边还是该小区的
幼儿园$ 对此#该餐馆的张经理表示#

餐馆的排水排污都是严格按规定来
的#油烟通过绿色过滤#排污也通过了
多层沉淀#不存在扰民污染等问题$对
于市民的投诉#他表示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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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发现海口
金牛路口公交站牌上竟有两条*#路
线路图$ 更奇怪的是#两条*#路竟互
相&打架(#一条为从省技校到市一
中# 下面颜色略深的一条则是从凤
翔新村到市一中# 且在国贸一些路
段路线也不尽相同. 而经过此站的
**路则从站牌路线图上 &消失($ 此
外# 新开通经过此站的$*路路线图
还是没有出现# 不再经过的+(路却
仍占&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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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线路图更新如此滞后还出
现错误# 有市民不禁对此发出疑问)

这样跟不上形势的&公交路线图(#怎
么能成为人们出行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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