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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海
口秀英区委区政府$ 政法系统领导干
部集中开展大接访活动#当天#有各种
诉求的群众# 与区委书记和区长面对
面交流#诉说自己的困难和所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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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区今天第一个接访的群众叫
王芳%王芳今年'(岁#是海口东山镇溪
南村委会人# 因为小时候生了一场大

病#醒来后腿就落下了残疾#被定为残
疾二级%王芳说#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
'(多岁的老林#又生下了两个孩子%由
于丈夫年纪比较大# 前几年还能捡垃
圾维持生活# 如今也干不了什么重活
了#一家生活越发的窘迫% )(($年在残
联的帮助下盖了一间房子# 可几年过
去了#房子逐渐出现了问题#现在一下
雨就漏雨%本来想打工赚钱重建#可确
实太贫困了没办法# 所以想申请危房
改造#给她一个温暖安稳的家%

秀英区政法委书记黄鸿儒表示#

残联已经帮助王芳盖过房# 按照相关
规定是无法申请危房改造% 可以协调
残联发放相应的补贴#帮助王芳盖房#

但需要王芳本人提交一份申请% 海口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秀英区区委书记
刘庆声则表示# 区住建局和东山镇政
府要调查了解王芳的情况# 如果确实
属实#请尽快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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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 永兴镇永秀村委会美
豪村村民符益成来到了接访现场% 因
为患了食管癌# 为了治病家里负债累
累#希望能寻求政府帮助%下午接访的
秀英区区长张霁在听取完符益成的反
映后表示# 区民政局和永兴镇政府要
了解符益成的情况# 如果符合医疗救
助基金的条件#则帮助其尽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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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债还钱# 不论他是哪个部
门% '在)&日上午举行的龙华区区委
区政府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上#区委
书记郑国建掷地有声地承诺#一定把
当事人林实发&'年的工程欠款问题
落实到位#让他早日拿回属于自己的
辛苦钱%

据记者了解#林实发多年的欠款
心病源自龙华区卫生局妇幼保健所
办公楼建设项目# 该项目&**+年,月
开工#%((%年-月竣工并投入使用以
来#经债务审计确认#一直拖欠林实
发所在广东三穗建筑工程公司海南
公司工程款项.('*$/.$元%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年来该款
项一直未予支付且催要未果#成为林
实发的一块老心病%

龙华区委书记郑国建在看过相
关材料后当即要求区相关部门立即
核实单据$材料#尽快予以协商解决#

要求此事要在一周之内处理完毕%

记者同时获悉# 由区卫生局牵
头#区财政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

会议于当天下午召开#专门讨论该工
程款项支付落实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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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祖辈开荒留下来的地#凭
什么要拆我的房子让我搬家('家住龙
华区城西镇高坡下村--队的村民杨福
新反映# 高坡下村--队队长杨地雄在
没有任何大队会议决定或出示政府批
文的情况下# 擅自以收回集体用地为
由#强制要求拆除杨福新家的房屋%

杨福新介绍#房屋所占之地是父
辈在八十年代以开荒形式获得的#长
辈们都曾在该地上耕作# 后才建起了
房屋#但不知何故#队长杨地雄在上报
城西镇政府后# 在调查结果还未明了
时#城西镇政府竟然联合城管#于)(-)

年)月)(日下午#强行要拆除房屋%

杨福新称#'月*日# 家里房屋遭
人恶意破坏#家人在向城西派出所报
案后#才得知村委会私下卖掉了家里
这块地#是买家故意上门来找茬%

&凭什么同样是开荒而来的地#

大队处理态度却不一样('杨福新说#

自家相邻的一块性质相同的荒地#队

长竟然变卖给外村人建房居住#而自
己作为高坡下村的村民#却不能使用
自己开荒来的土地(

鉴于此#杨福新实名举报高坡村
村委会主任以及--队队长杨地雄#称
经过调查发现#两位村干部都涉嫌非
法变卖国家土地#利用职务之便倒卖
村里集体土地获得巨额财产%

对此#郑国建表示#对于杨福新
一家人反映的问题#龙华区委非常重
视% 土地问题要通过确权来认定#郑
国建要求龙华区国土部门介入调查
此事% 郑国建表示#龙华区一直都在
按照海口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零新
建#减存量'的目标来打击违法建筑#

对于新建的违法建筑#该拆除的就要
拆除# 对于高坡村的违法建筑问题#

龙华区将加大打击力度%

对于杨福新和女儿杨小慧反映
的村委会主任和--队队长违法乱纪
的事#郑国建要求城西镇委书记洪慧
必须调查处理此事#如果确实存在违
法行为#一定要严厉打击#依法惩处%

郑国建还表示他将亲自过问此事的
调查结果#并向杨福新一家积极反馈
调查结果%

frstEuvwxyz{|}z

~�����f�oxy}z

!"#$

!

%

"#

&'

!记者&'

( 通讯员)*+()"*

" 机场建
设#村庄搬迁后排污设施一直没有解
决)粮食补贴跟不上粮价变化#村民希
望提高)水井老化#无法使用#村子农
田都成了&望天田')店铺旁违法搭建
杂货店# 影响家居店经营**$月)-

日# 海口美兰区区委书记孟励带领区
委区政府各单位负责人#现场接受群
众反映#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逐一进
行解答$解决%

据了解#海口美兰区此次集中联
合大接访活动总共受理群众来访0(宗
*-人次#实际接访$0宗+.人次% 群众
来访的主要内容涉及涉法涉诉案件$

拆迁补偿安置$土地纠纷$工资和社保
问题$违法建筑等各个方面% 在当天
的接访中#美兰区领导现场答复$0件#

答复率-((1)现场解决),件#解决率

,)/+$1#其余问题均限期解决%

当天# 为了方便到访群众反映问
题# 美兰区除了设置区领导接访主会
场#该区各单位相关负责人均到场#以
便当场答复$ 解决群众上访问题% 此
外#公安局美兰分局$美兰区人民法院
也在区政府大楼设立现场接访室#接
待涉法涉诉案件的上访群众%

美兰区委书记孟励说# 从当天来
访的情况来看# 群众反映的情况都是
跟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但一些
本来在镇$街一级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却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导致群众跑到
区里上访%对此#他要求相关部门下一
步要加强研究#制定信访工作方案#切
实把群众的诉求解决在第一线# 解决
在初发阶段# 不要等到问题严重了再
去解决% 这样#不但难度大#也给群众
带来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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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灵山镇晋文村委会来了几
个村民% 他们反映#由于机场噪音#桃
莲村和文科村搬迁# 新村地势低洼#

每逢下雨天气#村庄积水严重% &每次
下大雨# 村里的积水几天都无法排
干% '村民称#加上村庄的规划道路和
排污设施尚未建设#一些住户的污水
池的污水四溢#更是给村民出行和生
活带来严重影响%

听了群众的反映后#美兰区委书
记孟励说#这些村庄为机场建设做出
贡献% 新村建设$污水处理等一些遗
留问题没有处理#他代表区委区政府
表示歉意#并表示将在下周亲自到村

里调研#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寻求解
决的办法%

除了村庄道路和排污设施# 晋文
村委会0个村民小组的群众还希望提
高粮食补贴%他们反映#建设晋文水库
后#晋文水库浸区的0个村民小组的村
民领取的粮差补助都是按照每斤.毛
多的价格下拨# 但目前粮食的价格已
经每斤两三元钱#粮食差价太大了%对
于这一问题#孟励表示#按照目前的市
场价格#目前的粮食补贴确实偏低#但
是这个政策不是区里能制定的# 区里
将向上级相关部门反映# 争取协调解
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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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女士是龙昆南路华新商业大厦
的一位业主#她在大厦经营整体家居生
意%她家铺面旁边违法搭建了一间杂货
店之后# 不但影响了她正常的经营#而
且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

从程女士提供的资料上看来#)(-)

年-月)-日# 海口市规划局发函确认这
个杂货店为违法搭建#没有合法报批手
续%,月-.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也公告注销该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

美兰区城管执法局的负责人说#街
道反映后#该局已着手处理% 目前已经
向违建业主下达通知书#正在按照相关
程序处理% 听了汇报后#区委书记孟励
当场要求城管部门一周内予以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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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镇红丰村委会北抚村村民彭
必平反映#北抚田洋)-(亩#但长期以
来# 只有一口始建于上个世纪.(年代
的旧口径水井% 如今#水井已经严重老
化#井面坍塌无法使用#村里的)-(亩

农田也成了&望天田'#靠天吃饭% 为
此#他代表村民前来#希望政府帮忙#

解决村里长期以来生产用水严重缺乏
的困局%

听了彭必平反映的情况后#孟励

要求水务$ 农林等部门立即进村调
查#水井如果还能修复的马上修复%

如果不能修复# 区政府帮助打一口
水井#解决农田用水问题#造福一方
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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