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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市兴隆镇
靠近太阳河母河的位置一个非法采
砂点% 抽光河道里的沙子后% 近日
开始向河道的沿岸疯狂抽沙% 附近
群众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无果后向
本报投诉& &' 日% 万宁市国土环
境资源局表示% 此采砂点为非法采
砂% 在核实情况后将立即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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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兴隆兴中路的居民黄先
生无奈地向记者反映% 自去年下
半年开始% 就有一个采砂点在太
阳河母河疯狂地抽沙% 从早上 (

时开始轰隆隆地作业% 直到凌晨 )

时才停下来% 每天都是如此% 近
日这个采砂点将河道内的沙子采
集所剩无几% 就开始打河道岸边
的沙子& 五一节放假这几天% 这
个采砂点趁着政府部门放假% 开
来推土机% 将河岸上的杂草和泥
土推到一旁% 然后用一根直径约
半米的大管道来抽沙% 这还没抽
几天% 河岸就少了一大片&

黄先生表示% 之前这个采砂点
一直在河道内作业% 但如今这采
砂点将河岸抽空了% 而附近居民
都是沿着河岸修建房屋的% 那就

直接影响到房屋的安全% 所以附
近群众才会站出来反对此事&

黄先生还担忧% 这些抽沙行
为% 都是直接将河床' 河岸抽入
很深% 一边是岸边% 一边是深不
可测的河水% 按照以往孩子在河
边玩水的习惯% 岸边的水都是很
浅的% 哪知变成了深潭% 如果有
小孩掉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而
且采砂点正在抽取河岸% 目前看
上去平平稳的河岸% 其实下层已

经空了% 随时可能发生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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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记者来到这个没
有挂牌的采砂点% 只见其在河岸边
占地 *+ 多亩% 大量被抽上来的沙
子堆成 $米多高% 而且还堆满了整
个采砂点% 一辆铲土机正忙碌给运
沙的车辆装沙% 进出的运沙车辆络
绎不绝& 在靠近河岸的地方% 一根
直径约半米的管道喷出显得浑浊的

水% 泥土和水自然再次流进河里%

而沙子则沉淀在岸边&

随后% 记者便沿着采砂点通向
河道的抽沙管道% 找到了正在抽
沙的具体位置% 只见一个简易的
竹筏停靠在离河道只有 " 米的位
子% 竹筏上面摆放着一台大型柴
油机正在运作% 一根直通采砂点
的大管道直接插入岸边% 浑浊的
水不停地从这个点流出来% 将本
来略显得清澈的河水染成了黄色&

居住在附近的群众指着采砂点旁
边称% 这里原本就是河岸% 如今
却变成了深水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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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采砂点到底有没有证件%

是不是合法的采砂) 当天记者前往
兴隆国土科进行采访% 该科的办公
室钟主任表示% 自己是刚来的% 对
这些情况并不是很了解% 需要询问
领导后才能给答复% 可记者截稿
时% 也不见钟主任有任何答复&

针对此情况% 记者采访万宁
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执法大队林队
长% 其表示目前万宁市还没有审
批过正规的采砂点% 所有在万宁
市所属的河道采砂都是非法行为%

兴隆的这个采砂点肯定是非法的(

并表示当天会派工作人员去核实%

如果真实存在% 将按照规定严格
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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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定
安新竹南效坡村村民老吴向本
报反映%有关部门新建的垃圾中
转站位于,个村中间% 距离村里
才&%%多米% 该站离村中所用的
古井也很近%村民担心将来村里
的环境和饮用水会受到污染&对
此%定安县城市管理局相关领导
表示%垃圾中转站的建立经过科
学论证%运作后不会对当地环境
和村民饮用水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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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记者赶到现场看
到%村民所反映的垃圾中转站还
没建成%在一片空地上只有两台
挖掘机正在作业&在施工现场围
观的村民老吴告诉记者%在去年
他就发现有人在通过村里的路
边进行勘查%那时他听说当地政
府要建垃圾中转站也没多想&谁
知后来看到垃圾中转站的位置%

许多村民都纷纷反对&

*南效坡村'美风坡村'博
井村坐落的位置是一个三角形%

而该垃圾中转站就位于,个村的
中间%距离村里才&%%米左右& +

老吴和其他村民纷纷指着远处
的村落%还有古井'鱼塘等地有
些担忧地说%他们担心一旦垃圾
中转站建好%因为距离村里这么
近%中转站所产生的臭气会对环
境造成污染%所排放的废水会影
响古井的饮用%上千村民的饮水
也成问题了& 记者看到%正如村
民所说% 在距离垃圾中转站*%%

多米远的周围的确有鱼塘%还有
溪流%不远处还有一口古井&

*我们也支持政府的工作%

但是我们就是不明白为何垃圾
中转站选址选在 ,个村的中间%

而且距离村里这么近% 为何不
能选择其他地方&+ 村民阿学
说% 当地村民大多靠养殖和种
植为生% 大家很担忧垃圾中转
站的建立将会对村里的生产造
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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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负责此事的定安县城
市管理局副局长麦勋章接受了
记者的采访& *垃圾中转站不管
是选址%还是环保测评%都是经
过专家科学论证的%绝不会对环
境和村民的饮用水造成污染
的& +麦勋章表示&

对于村民质疑的环境和古
井用水会遭到污染问题%麦勋章
也做出了解释%*垃圾中转站的
确距离村落&%%多米远% 但这个

距离是符合国家设计规范的& +

麦勋章说%垃圾中转站建成后镇
里和村里所排放的生活垃圾%他
们都集中运到该站进行压缩%打
包好后最后将压缩的垃圾用专
业运输车%运往县垃圾填埋场无
害化处理% 全程都密闭处理%所
排的污水也不会随意排放%而是
运走处理%所以不可能对农田和
水井有污染&

麦勋章说%多年来%农村垃
圾露天堆放'就地掩埋是比较普
遍% 这样的做法不仅占用了耕
地% 长期下来还会对周围土壤'

地下水造成污染%农村生活垃圾
的随意排放给环境造成了一定
污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里
响应政府号召%在各镇建立一个
垃圾中转站& 全县目前已经有(

个垃圾中转站已经动工了%新竹
的垃圾中转站占地面积有-亩
多%该中转站的建立%可解决该
镇(个村委会的生活垃圾问题%

希望村民们能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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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中午*&时许% 在海口市琼山区文庄
路琼山中学对面某餐馆门前的车道
上% 一辆黄色轿车刮蹭了一名走在
马路中间的行人%双方发生了口角%

驾车女子斥被蹭到的男子,*不能靠
边走吗+& 事实上该男子确实有些无
路可走% 附近的人行道上摆了四五
张餐桌% 而行车道上被前来就餐的
车辆与电动车所占据&

&*日中午% 记者找到了黄先生
所指*严重占道+的那几家饭店%恰
好目击了上面的那一幕&

由于刮蹭并不严重% 男子并没
有与司机做过多的纠缠& 一旁的路
人表示%要不是人行道无路可走%男
子估计也不会走在马路中间& 记者
在该处看到% 在一间名为 *春顺饭
店+门前的人行道上摆了四五张桌%

面前的马路上停在十多辆电动车和
)辆机动车& 由于占据了大半个车
道% 途径此处的车辆不得不逆行至
对面的行车道&

在现场% 记者先后与海口市交
警支队和琼山区城管大队取得了联
系%交警指挥中心方面表示%会前往
现场对停在路面上的车辆进行处
罚% 如此后发现类似的情况或饭店
直接将餐桌摆上马路% 市民可以直
接拨打电话--(.--&)向指挥中心投
诉& 琼山区城管方面也表示会派执
法人员前往现场% 对饭店占道经营
的现象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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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海口市民雷女士向本
报反映% 她在金龙新村一家售票处
订购了)张机票% 打过(*++元钱后%

对方只给出了一张机票% 后来找到
该售票点后%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了&

据雷女士介绍% 之前有一位姓
谢的人去她单位发传单% 称能够代
购机票& 春节前她远在兰州的父母
要来海南游玩% 雷女士毫无戒心地
便给谢某打电话称要订)张票&一天
后谢某就打来电话称&月(日有海口
至兰州的特价机票% 建议他赶紧预
定&)张机票%其中包括*张兰州至海
口%,张海口至兰州的%共计(*++元&

于是雷女士就如约把钱打给对方&

雷女士告诉记者%&月(日下午%

当他们早早赶到机场却被告知没订
机票& 她立马打电话问谢某%被告知
机票确实没有出来%称因家里有急事
就忘记出票了&可等过了一个月%对方
还是以种种借口推迟不退钱&直到$月
&+日%她去售票处才发现已经人去楼
空了%并且谢某的电话也打不通&

&*日上午%记者陪同雷女士来到
辖区金宇派出所报案&该所的全所长
称%几个月前他们也接到一些旅客的
投诉%然后去售票处找到谢某%让其
退了钱& 对于雷女士反映的情况%他
们先受理%然后做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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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喜欢晚间散步的
市民要注意% 灌木丛或竹林可能栖
居着蛇虫鼠蚁% 若靠过去会被视为
侵犯领地而对你发起攻击& 家住金
垦路的杜先生&+日晚上散步时%不
慎被路旁竹林中的竹叶青蛇咬伤手
臂%好在及时就医%现无大碍&

杜先生告诉记者%当天晚上他在
金牛岭公园散步%当行至一片竹林稍
作休息时%一条竹叶青蛇将他视为侵
略者而主动发起攻击%咬伤了他的手
臂&尽管杜先生使劲吸出被咬伤口感
染的血液%但手臂不多一会儿还是肿
胀疼痛起来%就连他的双唇也因毒液
感染长起了两个疱&

*/(医院普外科莫医生说%蛇毒
一旦进入血液% 会随着血液流动而
损坏身体各项机能% 严重的会有生
命危险%所以被毒蛇咬伤%应及时到
正规医院就医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