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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一家纸厂排出的污
水染红了小河# 这让附近的村民苦
不堪言$ 日前#本报三亚记者站接到
村民投诉#经本报记者调查后发现#

这家造纸厂生产排出的污水未经处
理$ 因这家造纸厂违规排放污水#且
该厂生产没有经相关部门报批#三
亚国土环境资源局下发通知书#责令
该厂立即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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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水井里的水有苦味# 村民
现在都不敢喝这井里的水了$ &三亚
槟榔村#队的符先生指着村里水井告
诉记者# 过去水井里的水非常清沏#

从水面都能看到井底#现在都看不见
了#原来村里水井的水好喝#附近村
子的人经常到他们村子里来挑水#现
在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用水井里的
水煮饭$ 记者喝了一口水井里的水#

水有股铁锈的怪味$

记者随符先生来到村头一处小
河#这里水非常混浊#颜色呈棕色$符
先生说#过去小河里有鱼有虾#孩子
们经常在这里抓鱼#现在河里的鱼都
死了#已经没有鱼虾了$ 在小河附近
的田地里#记者发现这里的田地颜色
有些呈棕红色$

水井里的水有怪味#村子里的地
呈棕红色# 小河里的鱼虾都死了#这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村民告诉记
者#这罪魁祸首就是村子附近一家造
纸厂排出的污水$ 村民认为#造纸厂
常年排出的污水渐渐渗进水井造成
井水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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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随村民来到村附近一
家造纸厂$ 记者走进车间#十几个工
人正在忙活#机器上正在生产紫红色
草纸#车间里堆着大量的成品草纸$

得知记者采访有关污水的问题#

造纸厂一位负责人非常肯定地说#造
纸厂的污水没有排到村子的水沟里#

对村附近的河沟及田地都没有什么
污染$该负责人将记者领到造纸厂里
的一处水池处#该负责人称#厂子里
的生产污水都排放在这些池里#这里
水是要经循环利用#是不会外排的$

记者看到几个水池连在一片#池
子里的水红彤彤的$ 从外观上看#记

者怎么看#也看不出这污水有环保的
处理设备$ 记者顺着池子往前走#发
现有几个池子里的红水都在往外溢#

而流出来的红水形成了一条小溪#让
人不禁想到%血流成河&$

%有时池子满了会流出一点#但
不会造成污染$ &该负责人说#厂子会
加紧对池子的改造#避免水池里的水
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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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这家造纸厂是三亚
永雄纸业包装材料厂#经营有三年之
久# 所生产的草纸用于水果包装箱$

该厂的生产是否经相关部门的批准
呢#其处理的污水是否达标呢'

记者将三亚永雄纸业包装材料
厂的情况上报三亚国土环境资源局#

该局非常重视#派出执法人员进行调
查$ $月"%日#记者随执法人员来到永
雄纸业包装材料厂$ 经执法人员检
查# 该厂除了工商执照及纳税登记
外#其生产没有经相关部门批准$ 据
介绍#该厂生产的草纸使用化学染色
剂#其排出的污水#是肯定不达标的$

随后#执法人员现场向该厂下发
停产通知书#责令立即停产#改进厂
子环保设备#待一切手续办齐后再向
环保部门提出申请$

三亚永雄纸业包装材料厂没经
相关部门报批擅自生产# 且排放污
水#其性质非常恶劣#本报将继续跟
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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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 !时许#

海口市美兰区美苑路口东# 国兴大
润发店对面某在建商业广场工地内#

一名男子爬上距地面 '& 米高的塔
吊# 在现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记
者赶到现场时看到# 那名男子坐在
塔吊中段# 赶到现场的消防队员正
准备爬上去施救$

!$时!#分#在消防队员和该工地
的安全人员的共同劝导和努力下#曾
治中终于被就了下来#被医务人员架
上急救车时# 曾治中的双腿发软#面
无表情# 显然已经因过度惊吓而虚
脱# 随后被送往了琼山区人民医院$

数小时后#回过神来的曾治中面对记
者时称#当时在现场他与庄某就工
资问题发生了口角而动起手来$ 曾
治中表示#此前因讨薪问题#自己
就被庄某威胁过#今天对方更是要
动手打人$如今钱拿不到#下面和他
一起干工的工人也向他索要薪水#

被逼无奈的他才爬塔吊$

由于现场混乱# 记者并未第一时
间找到庄某# 随后拨打其手机也无人
接听$ 据现场执勤的一位民警称#曾家
人与工地方面的目击者各执一词# 是否
存在动手伤人的情况#还需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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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错房如厕#一场生日聚会
变成了一场%悲剧&$一四川农民工
为此被捅伤躺在病床上寻求救治#

并对宾馆不按实名制登记致使案
件至今未破提出了质疑$

老杨家属告诉记者#他们都是
从四川巴中来海口打工的农民工$

今年#月"日# 老杨的姐夫过生日#

很多老乡和工友一起聚会#吃饭后
朋友叫老杨一起到已经开好房的
健岛商务宾馆去玩$当时朋友老张
住""(房#朋友老陈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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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杨和妻子到
了')&房后#突然觉得内急#于是去
厕所$他发现')&房厕所内有人#就
走到旁边开着门的')#房内上厕
所# 当时')#房间开着门但没有开
灯#老杨以为没有人住$ 老杨还没
有上完厕所#外面有人敲门$ 他开

门后问对方是谁#对方则反问他是
谁$ 这时他妻子赶紧把他拉回了
')&房#并向')#房的住户道歉表示
走错了房间$

%当时双方也没有发生争吵#谁
知后来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老杨
的家属说#他们下楼退房时#刚走到
二楼#老陈就被')#房的人用酒瓶子
砸破了头#老杨还没有走到一楼#被
')#房的人手执尖刀朝腹部捅了一
刀#当场晕倒$ 其他老乡赶紧报警#

才把老杨送到医院抢救$

老杨的家属告诉记者#事情至
今#老杨已经花了!万多元医疗费#

这些钱还是老乡资助的$现在由于
没有医疗费# 老杨无法继续治疗#

如果不是宾馆没有按照规定登记
入住人员的信息#伤人者也不至于
一跑了之没有音讯#他们找到宾馆
讨说法#但宾馆对此却置之不理$

&日# 记者在现场通过宾馆前
台服务员拨通了该宾馆有关负责
人的电话$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
子在电话中说#这是双方当事人的
事情#和宾馆无关$ 而对于老陈所
需的医疗费问题#他认为宾馆没有
责任#所以不需要赔偿$

对此#老杨的家属表示#打人
一方也没有按照身份证登记入住#

宾馆存在管理不善应当承担责任$

那么#宾馆是否有按照规定对双方
进行登记呢#宾馆一方不愿正面回
答记者的问题#只是让记者到派出
所去了解情况$

记者电话采访了负责此案的
唐警官$ 唐警官表示#案件当事双
方人都没有在宾馆进行登记#宾馆
的管理违反了相关规定$

目前打人者已经逃跑#警方将
继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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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打
过麻将的楼上女住户穿金戴银#楼
下男子起了贪念#再以楼上空调漏
水为由# 他骗开了楼上住户的房
门#公然持刀闯入室内#采用暴力
手段殴打(掐晕女住户#抢走财物$

之后#大胆劫匪销赃后#竟然又回
到家里#直到警方赶到#将其抓获$

海口美兰区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
对楼下男子提起公诉$ 近日#海口
美兰区法院经审理认定梁某入室

抢劫# 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元$

去年!)月!%日下午%时许#梁
某将一把菜刀藏在裤袋中#径直来
到楼上$)!房敲门$见是认识的人#

梁某又说自家空调漏水#刚外出归
来的阿燕打开了房门$ 不想#梁某
进屋后先将房门锁住#厉声指责阿
燕#称阿燕家的空调一直滴水到他
楼下房间#也不维修$闻言#阿燕解
释前几天自己都不在家#也没有打
开空调$ 正说话间#梁某趁阿燕不

备#一把抓住阿燕的头发#将其打
倒在床上#并拿出菜刀恐吓阿燕不
得出声$ 梁某称自己没有钱#叫阿
燕给钱$阿燕被迫将右手腕上戴的
金手镯脱下交给梁某$梁某仍不罢
休#用双手狠掐阿燕的脖子致其当
场昏迷$ 随后#梁某将阿燕戴在左
手上的手表和钻戒脱下#将放在床
上的一部黑色诺基亚手机一块拿
走$ 之后#其又从洗手台处找到阿
燕的钱包# 将钱包内的%$)元人民
币取出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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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友%追击撞车党&在网上
发帖报料# 称其开车到三亚自驾游#

在环岛高速东线段和一辆宝马车蹭
到#宝马车内三人下车后称后视镜受
损索赔$)))元#明知宝马车一伙可能
是%碰瓷&党#他被逼无奈之下赔了
&))元#也希望通过报道#提醒其他车
主在高速公路行驶时留个心眼$

&日#记者采访了网友%追击撞
车党&#原来该网友姓张#广东江门
人$ 张先生告诉记者#五一期间#他
和妻子驾车从广东来海南三亚旅
游#"日上午!!时许# 他驾车从环岛
高速东线段三亚开往海口# 在行驶
了将近半个小时后# 看到前方有一
辆货车行驶在快车道# 旁边有一辆
白色宝马轿车行驶在慢车道速度很
慢#当货车加速超宝马车后#小张的
车也超车$ 看到宝马车放慢车速#以
为对方礼让# 小张于是打右转向灯
超货车$ 谁知后方宝马车突然加速#

小张想躲闪已来不及# 两车就刮蹭
到了#自己右后车门被擦花#宝马车
的后视镜有擦花的痕迹# 镜片还有
个裂缝$

%我开始就怀疑他们是碰瓷的#

就说撞车要报警处理$ &小张说#谁
知宝马车上一名胖男子就不耐烦
了#叫嚷着打电话叫人过来$ 另一年
轻男子就劝胖子 )大哥不要气*#拿
出维修车的指南打电话# 然后告诉
他更换后视镜需花$*))元$ 他要赶
船回湛江#只好和对方讨价#称刚旅
游回来身上只剩几百元# 最后他赔
了&))元给宝马车司机#一赔钱对方
开着车转眼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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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空调时#明明标注的是三级能
效#但买回家才发现是四级能效#这
简直就是欺骗顾客$ &#月&日#海口
市民张女士向本报反映# 她多次找
到商家要求换货#但迟迟没有结果$

据张女士回忆##月"日# 她来到
明珠广场旁苏宁电器选购空调#在一
家美的专柜#她共花去#((&元购买了
两台空调$ %当时的空调样机明明写
的是'级能效标识# 工人安装时才发
现是$级能效标识#两款价格相差"))

元$ &张女士说#她连忙拿出发票核
对# 结果发现发票上同样打印的是$

级能效标识$ %我当时看中的就是摆
在柜台上的'级空调$ &不仅如此#细
心的张女士还发现#另一款空调的噪
音很大#完全不像商家销售时打出的
%")分贝起静音&的广告语$

张女士认为#商家有存在欺诈消
费者的行为#因此要求商家做换货处
理#结果遭到了拒绝$

而据一名副店长解释# 之所以
出现两款空调标识不一样的原因#

是因为'级标识的空调当时销售完
了#张女士在购买前#售货员已告知
了对方#这才给送去的是$级标识空
调$ 而对于另一款噪音大的空调#该
负责人表示# 这需要有关部门做出
检测后才能下结论$ 由于双方无法
达成共识#张女士向工商部门投诉$

随后# 大英工商所工作人员赶
往现场了解情况$ 最后#经工作人员
协商#最终#商家愿意为消费者更换
一台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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