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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晚# 市民小李不满海口金
山广场停车场收取停车费却无法提供
收费凭证#拒付停车费后#他驾驶的马
自达小轿车被物业保安直接掀翻$"月
$日#金山广场物业管理方有关负责人
称#小李的车堵住消防通道#保安掀车
是在清理消防通道$ 当地派出所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依法从快%从严处理此
事件$

"月$日中午# 记者见到金山广场
物业管理方有关负责人$ 这位负责人
说#小李是典当公司的员工$这两个月
来#该典当故意堵车%&多次#物业方也
报警%&多次$ #日那天#小李的车是停
在消防通道# 因为整个小区停放有几
百辆车#通道堵住了#所有的车就没法
出去#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保安掀车是清理消防通道$ '

这位负责人说##日# 小李的车堵
在消防通道时#他们已经报过警#警察
也过来了#当时对方就将车开走$一会
儿#又把车堵在那$ &有一次堵住消防

通道#警察连续来了'次#导致整个停
车场没法收费#损失好几万$ '

当地派出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南
国都市报记者采访时称##日傍晚接警
后赶到现场发现# 一辆黑色小轿车侧

翻在金山广场停车场出口处# 当时掀
车的人已经全跑了$ &这双方都有责
任#对该事件警方将依法从快%从严处
理$ '这位负责人表示#事件正在进一
步调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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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海口金山广场多家
租户向记者抱怨# 金山广场停车场高
额收费吓跑顾客#导致生意惨淡#不少
顾客为停车费问题纠结# 希望物价部
门能够介入调查$

&以前客人玩到第二天(点%!&点
才散场#现在凌晨!点钟#就全走光了#

都是因为停车场收费问题$ '广场咖啡
厅一工作人员称# 停车场收费实在太
高了#像凌晨"点钟#车进来一次#就要
收$元$ 汽车美容保养的租户表示#客
户车辆保养一做就是几个小时# 有时
候车辆还过夜# 高昂停车费导致很多
车主投诉$

记者在金山广场停车场收费处看
到#收费标价牌上写着(轿车或小型客
货车停放!&分钟内免费#!&至'&分钟
每次"元#超过后#每增加)小时增加停
车费!元*次#凌晨零点至'点每次收费

$元$

金山广场一典当公司相关负责人
称#小区的停车场应该是公共停车场#

现在变成了一个社会停车场# 并且收
取高额的停车费用是否经过相关部门
批准#也无法得知$

而对于金山广场停车场收费是否
存在问题# 物业方回应称#&停车场投
资了!#个监控#地板也要维修#肯定要
把成本收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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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秀英区石山
镇村民陈某将自留山上的!'株野生
花梨#连同自己购买的"株花梨#一起
移植到自家院中种植$陈某因犯非法
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秀英区
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年# 缓刑+

年#并处罚金+&&&元$

秀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查明(在

未报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办理林木
采伐许可的情况下#陈某擅自移植的
花梨树木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
物#其行为已触犯刑法规定#构成非
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在审查该案中# 秀英区检察院了
解到#由于当地群众对法律%相关政策
不了解#擅自移植自家花梨树木的现象
较为普遍$ 针对上述问题#该院提出将

庭审移至案发地石山镇开庭审理#以案
释法#对当地群众进行法制宣传#以更
好地起到警示和教育的效果#也更有利
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和保护国
家重点保护植物$

+月!#日#秀英区检察院与秀英区
法院联合在石山镇临时法庭公开审理
了该案$庭审中#公诉人根据法律规定#

从犯罪的构成要件分析#明确指出陈某

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还着重对旁听观
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当天#共有!'&余
名村干部%群众参加旁听$庭审过后#当
地群众纷纷表示#之前确实不清楚此类
行为会触犯法律#之后会注意#不再擅
自移植$

检察机关干警还与海口市森林
公安局相互配合#对当地群众进行法
制宣传教育%说理释法$

12345

6789:;<

!"#$

!

%

"

&'

!记者 +,

- 通讯员./0

" 为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
意见*#加快推进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
设#海南省消防总队日前下发通知#要
求全省在&十二五'期间发展%&&&名政
府专职消防队员和!&&&名消防文员#

其中%&!%年发展政府专职消防队员
"!"名%消防文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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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钢锤行
动'再显威$ "月+日#该市那大镇联
合市住建%国土%城监等部门开展联
合执法行动# 依法拆除了位于该镇
北吉村等三个村庄!%&&平方米的违
法建筑$

作为儋州市今年确定的'(个重
点项目之一#美食一条街项目用地位
于那大镇美扶村委会北吉村$ !((%

年# 市政府已依法征用该项目用地$

但受利益驱使#北吉村一些村民在项
目用地上非法抢建违法建筑#影响了
美食一条街项目的动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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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由海口市环保
局受理的 &辖区部分建设项目排污
许可% 辖区部分建设项目防治污染
设施拆除或闲置许可% 辖区部分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审批及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审批% 辖区乡镇集中
式饮用水源监督处罚权% 部分建设
项目环保监督处罚权% 辖区部分建
设项目排污费征收'等'项环境保护
行政权项#"月起下放到各区环保局
办理$ 并将&高新区%保税区部分建
设项目环保监督处罚权' 等环境保
护行政权项下放到海口高新区管委
会和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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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万宁市东澳镇的
一名有线电视工作人员吴某在维修
线路时#从楼顶慢慢地放下一条电视
线路#却不想这线路触电#吴某当场
身亡$ 目前死者家属表示#吴某是因
触碰到漏电电线交接处身亡#供电公
司应负责任$ 万宁市供电公司表示#

触电点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日# 触电身亡吴某的弟弟向记
者反映#"月+日%&时许#东澳镇富南街
大部分群众家中无法收到电视信号#

在有线电视做零工的哥哥便与%名工
友前往维修# 当时哥哥负责从楼顶慢

慢放下电缆# 突然间哥哥就触电当场
身亡了$ 事后大家寻找事发原因#发现
房屋墙壁上有)条包裹塑料的电线#电
线经过每家每户时都会有交接处#而
交接处的绝缘胶布根本就没有很好地
包裹电线#露出一大截铁丝#哥哥从楼
顶放下来的电缆刚好触碰到这些接
口#才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死者吴某今年)%岁#家住万宁市
东澳镇东富街#生有%个男孩#大儿子
约#岁#家中还有一名老母亲#平时靠
吴某在外打工维持生计$吴某的弟弟
说#如今哥哥突然触电身亡#这个家
以后该如何生活+而且哥哥的死到目

前为止也没有个说法$

万宁市供电公司的李副局长对此
称#目前已经确定吴某是触电身亡#但
触电点却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如果不是
在电线交接处触电的#那该怎么办+ 目
前#省安监部门已经来到万宁市调查此
事#相信近日将会有结果$

对于死者家属提出的电线交接处
没有用胶布包裹好#李副局长表示#工
作人员在接电路的时候#肯定会用绝缘
胶布将交接处包裹严实#可能是因为有
人触碰到电线#电线一高一低地上下晃
动# 包裹电线的塑料外壳就会缩短一
些#导致交接处露出一些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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