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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先生
!建材垃圾堆人行
道市民出行不便"

"#元

王先生
!比亚迪小轿车行
驶中自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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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890:

$省道塔龙线是定安县的
交通主干道%贯通该县多个主要乡镇&

然而% 位于该线路中段雷鸣镇附近的
鹊鸪桥自去年初被鉴定为危桥之后%

交通管制至今已经一年多时间% 仍丝
毫没有动工的迹象% 导致无数的过往
车辆一直只能改道从小路通行&对此%

过往司机及乘客不禁要问' 这危桥都
封了一年多时间了%到底修还是不修(

修的话到底啥时候才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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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定安县雷鸣镇墟附近的鹊
鸪桥是一座石拱桥% 建成于!%&#年%

桥长!'('米%宽)("米%由于地处定安
县交通主干道塔龙线%所以一直以来
通车非常频繁&'月*#日%南国都市报
记者来到这里看到%鹊鸪桥的两端已
经被人搭起了钢管架%只留一个一米
宽的小口%行人走路或者骑摩托车可
以通行&如果您开的是四轮机动车的
话%那就只能按照交通指示牌%绕道
走旁边临时铺的另一段小路&

临时铺的这段路路面也不宽%两
辆大车很难避让% 而且地势较低%需
要上下一个较陡的坡%非常不便& 由
于该路可能只是临时使用的缘故%不
仅路面凹凸不平%路面两侧的防护设

施也没做到位%两侧也就立了两排小
钢管当护栏%如果一旦不小心%车辆
就有可能翻进旁边的河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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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桥已经封了一年多时间了%

都不知道还修不修( *居住在鹊鸪桥
附近的雷鸣镇居民老王说% 去年初%

好像是公路局的人来这里立了块)危
桥警示牌*后%鹊鸪桥就开始被拦住%

进行交通管制了+刚开始时没有如今
旁边的小路% 用来拦桥的还是水泥

墩%只留一个*米宽左右的口子%大车
肯定过不了% 一些小轿车勉强通过%

没少磕磕碰碰&

而路过的班车司机则表示%此处
交通管制一开始时%没有如今旁边的
小路%他们这些跑定安龙门,岭口,翰
林,龙河等南部乡镇的班车只能绕好
大一个圈% 多跑十多二十公里路%从
黄竹跑高速路再绕道龙门等乡镇+后
来%鹊鸪桥旁边临时修了一段小路之
后%他们这些班车虽然不用再绕大圈
了%但不管怎么说%绕小路总没有原
先的坦坦大道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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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鹊鸪桥两端竖立的通告
牌上看到%鹊鸪桥是因为被鉴定为四
类危桥%为确保行车安全%才实行的
交通管制% 但交通管制时段只是'

*#!!年&月!日至)月"#日止+ 那为何
原定的交通管制时段已经超出这么
久了%该桥都一直没修呢(对此%海南
省公路管理局定安公路分局的林副
局长表示%这主要是因为改建该桥走
的程序较慢+

林副局长介绍说% 鹊鸪桥是去
年$月份时被公路局路桥专家检查时
发现存在开裂情况%继而被鉴定为四
类危桥的+ 为确保行车安全%在该桥
动工改建之前%实行交通管制%过往
机动车辆绕道通行+当时鉴定为危桥
之后% 该分局早就向上级打报告%申
请改建+

)之后就一直在做方案, 画图纸,

审计%程序一直没走完%所以就拖了这
么长时间+ *林副局长说%为适应雷鸣
镇的城镇发展% 改建后的新桥已经最
终确定%桥梁结构不再是石拱桥%而将
是空心梁桥+ 新桥长*"($米%宽!'米%

长度和宽度比旧桥都有所增加+

林副局长透露%鹊鸪桥的改建工
程预计总造价$##多万元% 目前工程
正处于招标阶段%下个月有可能就可
以开始动工+ 根据工期计算%新桥有
望在今年底建成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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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伙人
在万宁市长丰镇福田村委会大园
村村口挖钛矿%将$亩多的耕地挖
成了一个大坑% 而所挖的大坑离
村里唯一通往外面道路只有!至"

米远% 村民担忧下暴雨的时候路
面会塌方% 之后形成的大水坑也
存在安全隐患% 希望有关部门能
及时处理+

近日%长丰镇福田村委会大园
村村民陈先生向记者反映%最近一
个月来%有一伙人在村口非法挖钛
矿%挖矿时形成了一个大坑%离村
里唯一通往外面的道路只有!米
多远%要是来一场大雨%被挖得悬
空的路面非塌方不可% 那村民还
如何进出- 所挖的大坑存在很大

的安全隐患% 要是有小孩掉下去%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而且这种设想
的可能性很大%在近一个月的时间
里%福田村委会就有两个小孩掉进
水坑淹死了+

据陈先生介绍%大园村村口的
土地其实并不是大园村所有%而是
邻村溪头村所有+但是挖矿之后形
成的大水坑对村民很不利%所以村
民多次去阻止%但效果甚微%之后
便向镇政府反映此事+!个月以来%

多次反映也不见有人来处理%无奈
之下才向媒体求助+

据大园村村民介绍% 其实村
子附近并不止这一个挖钛矿的地
方%而是有多个+

近一个月来%长丰镇福田村委
会发生过两次小孩掉进坑里溺亡
的事件+ 大园村村主任陈进二接受
采访时表示%自己最担忧的还是村
口的这个挖钛矿形成的大水坑+ 大

园村位于大园岭的山脚下%每次下
大雨的时候% 山上的山洪都会经
过大园村% 去年大园村就发生过
多起山洪冲进村里的事件% 所幸
当地政府及时进行了救助% 村口
被挖钛矿形成的大水坑必然会遇
到汛期的山洪%水坑旁边的路面如
果塌方%村民如何进出家门(

在采访中% 大多数村民表示%

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重视此事%让
这挖钛矿点撤离大园村村口%消除
这个存在巨大安全隐患的大水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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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三亚市民陈
先生驾驶一辆农用货车装运%吨水
泥前往三亚凤凰路一处工地途中%

因为车上货物超出核载量被交警扣
下% 随后该农用货车被交警部门工
作人员开回三亚市交警支队事故处
理大队停车场存放+ 次日%陈先生前
往车管所交罚款并前往事故处理大
队停车场办理取车手续时% 竟发现
车上大部分水泥因为淋雨受损%为
此陈先生咨询当事交警和停车场工
作人员%但双方皆声称无责+

陈先生承认确实超载% 但由于车
上所装水泥急于运往工地% 而且天气
较为阴沉%他担心下雨会让水泥受损%

因而提出先把驾驶证押在交警这里%

等他把货物运到工地上再回来处理相
关的处罚事宜+ 针对陈先生提出的请
求%交警崔某予以拒绝+随后交警部门
一工作人员把车子开回三亚市交警支
队事故处理大队停车场存放% 并告知
陈先生!%日去缴纳罚款后再来取车+

据崔某介绍% 关于车上水泥在
车子被扣期间因为淋雨受损一事%

已上报相关领导%届时会给出处理+

针对陈先生的遭遇%海南中海律
师事务所苏文山律师指出%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在车子被扣期间%交警部
门负有看管车子和车上财物的责任%

车上所装水泥在此期间因为淋雨受
损%交警部门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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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被人们称为)搓板路*的海
文高速%近日传来喜讯%省交通运
输厅将于今年!!月份%对海文高速
进行大中修%确保在文昌航天发射
前投入使用%目前各项工作正在准
备之中+

近日%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网站
公示了海文高速公路改建工程的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 认为工程项目的
建设从环保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这
就将海文高速进行大中修的工作又
向前推了一步+

此次大中修工程包括海文高速
主线改建工程, 海文高速连接线改
建工程%线路总长'%(',-%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 改建工程沿线损坏的路
基及其排水设施,路段路面,桥梁构
造及其附属设施% 隧道及其附属设
施进行修护及处理+ 项目投资估算
为'"+'!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万元%占工程建设总投资的!(".+

据悉% 海文高速公路于!%%"年
由海南泛华公司筹建%!%%$年立项%

由于种种原因% 由省政府收回建设
业主权%公路建设重新启动+ *###年
"月*+日开工%*##*年%月*+日全线
竣工通车%全长'!(&&公里%全线双
向四车道%全封闭全立交%路基宽度
*$('米%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公
里%项目总投资)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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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砸
了车窗想偷车内财物% 在一无所获
的情况下%男子动起了偷车的念头+

车是偷着了%但因为开车技术不行%

偷了的车却被前后车辆卡在停车位
里无法动弹% 偷车的琼中男子王某
被当场抓获+ 这是*#!#年!!月!'日
凌晨发生在海口市城西路的一幕+

近日%经海口市龙华区检察院
以盗窃罪提起公诉% 王某被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年%缓刑$年%并处
罚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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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口市南沙路明珠星
苑的业主代表向记者反映% 他们
小区的物业公司 )海南瑞霖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多项收费涨价未
告之业主% 且物业有涉嫌违规行
为+ 业主对此不满%纷纷拒绝缴纳
物业费用+ 该物业公司相关负责
人称%物管确有做得不够的地方%

将听取业主们的意见进行改进+

)如果不是看存单%还真不
知道每平方米多交了物业费和水

电费**#日%海口明珠星苑的业主
代表张先生告诉记者% 他们几年
前在海口市南沙路的明珠星苑买
了房后% 由一家名为海口远良物
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物管在小区进
行物业管理% 但就在去年该物业
公司未经业主同意就退出小区管
理+同样的%在未经业主同意的情
况下%换成了一家名为)海南瑞霖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公司对小
区进行管理+在未告之业主%也未
张贴告示的情况下% 该物业公司
擅自将每月水电费, 物业管理费
涨了几毛钱+)在没有合法依据的
前提下% 物业公司无权单方擅自

提高收费+ *业主张先生认为%即
便是物业公司自称有合法依据%

业主也应让物业公司出示相关依
据% 否则就应拒绝交纳新增的物
业费用%)以免被认定为.默认/*+

海南瑞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明珠星苑小区的物管主任关先生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据关先生介
绍% 该小区的物业公司只是进行
了更名% 物业管理人员并没有更
换+由于物价上涨等原因%该小区
的物业收费确实有所上涨% 且并
未告之业主%他们确实做得不对%

将尽快把收费上涨的原因向小区
业主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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