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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高二男生为
救同伴溺亡"

!"元

王先生
!临高城监编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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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陈大爷家住海
甸岛万福新村% 可近$个月以来%楼
下两家门面有人开始经营铝合金门
窗% 因不堪噪音和油漆味干扰%近
日%陈大爷向南国都市报投诉此事&

)*日中午% 南国都市报记者来到万
福新村小区进行实地走访% 竟然发
现在该小区怡心一横路+有包括陈大
爷投诉的,家铝合金门窗店在内的!

家店铺没有营业执照% 且其中无证
店铺经营时间最长有半年之久& 随
后% 记者拨通了海甸工商所投诉热
线% 工商执法人员对无证经营店铺
下达了市场巡查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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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先生称% 自今年-月份起%

楼下的,间门面被他人租下来经营
铝合金门窗% 但店铺里的钢材切割
机'砂轮机'钢锤的敲打声%油漆散
发的难闻气味%让他实在无法忍受&

(我年轻的时候就患有慢性咽喉炎%

现在三期高血压'冠心病'类风湿关
节炎等病症一直都在缠绕着我%而*

月)(日那天% 因受楼下铝合金门窗
店散发的油漆味刺激% 在家休息的
我出现气短'头晕'恶心等症状& )陈
老先生说%他随即被),%送到海口市
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此次医疗费花
去./%%多元&

陈老先生告诉记者%他了解到%

楼下的两家铝合金门窗店铺不仅扰
民%而且是没有营业执照的%(我不期
望他们赔偿医疗费%只希望他们不要
再在这里经营这些东西了& )陈老先
生说%他原本想和老伴在这里安度晚
年%没想到却遇到这样烦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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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许%记者来到陈大
爷楼下的(顾家装潢)门窗装修店%记
者环顾一周并没有发现悬挂营业执
照等相关证件& 针对陈大爷所投诉
的情况%该店老板称%他们都是严格

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加工%像中午),

点和晚上.点之后就不会再加工了%

应该不会影响到楼上住户的正常休
息%而他店铺的门窗都是铝合金的%

是不需要用油漆的%也不可能散发刺
鼻的味道来影响周边住户的&

当记者询问是否营业执照时%

该店铺老板坦承% 营业执照还在办
理中% 最迟一个星期就可以拿到&

(我刚刚搬过来也就只有个把月%最
主要是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办理这个
东西啊* )该店铺老板说&

之后%记者走访发现%与(顾家
装潢)同在一侧的仅仅上百米距离%

!家店铺店内都没有悬挂营业执照&

记者向海甸工商所反映了这一
情况后%$名工商执法人员才赶到现
场& 工商执法人员现场调查了解后%

对几家无证经营的铺面一一下达了
!市场巡查#

$%

$通知书"&现场一工
作人员赵先生表示%像经营门窗的三
家店铺%按照工商局内部规定%是可
以先开门营业的%不过只给他们一个
月的办证时间%目前他们是否经营超
过一个月% 需要进行调查后才能确
定%而对于两家餐饮店%严格来说是
必须先关门停业& (这些无证经营店
铺%我们现在开始介入调查%届时按
照情节轻重% 该处以罚金的处以罚
金% 再补办工商营业执照让补办%该
取缔的一律取缔& )赵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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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福门窗)店老板告诉记者%他
是今年年初到这里来做生意的%之前
也去办理过营业执照%但因手续不全
而没办下来%也就是说该店长达半年
都是在无证经营&

仅上百米距离% 连在一起的 *

家铺面% 竟然有 !家都是无营业执
照% 且其中无证店铺经营时间最长
有半年之久& 虽然工商部门现场下
达了 !市场巡查通知书"% 但面对 !

家连在一起的店铺无证经营% 且其
中最长的有半年之久% 有市民质疑
道+ (工商执法人员在日常的市场
巡查过程中% 为何就没有发现存在
的问题而及时查处, )

针对市民的质疑%本报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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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妈妈下葬那一刻%这孩子两天来
没说过一句话)%)*日下午% 在新坡镇
梁陈村梁 玲家中 !

!

"

"#

()*+,

-./012#3456789

!

:

"$

;

%"

<$

% 记者看到了梁{玲的家人%

丈夫陈仁忠眼神呆滞%含着泪光%记者
走进家中时% 他还在安慰着哭泣的女
儿陈秀春& 一旁的老母亲哭着告诉记
者% 全家人至今对儿媳妇的死难以接
受%更让这个家庭绝望的是%梁{玲还
是全家最主要的劳动力&

今年$(岁的梁{玲与比自己小
一岁的丈夫陈仁忠住在陈家的老宅
子里& 一栋大房子-间屋%夫妻俩带着
两个孩子挤在一间十来平米的房子
里%与陈仁忠的两个哥哥和母亲一同
生活& 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宽裕&

陈仁忠告诉记者%夫妻俩只分到!

分地%虽然也种了一些水稻%但连一家
人的粮食都凑不齐& 家里主要的收入
都是靠着梁{玲在海口当园林工赚回
来的& 梁{玲每天早上!点钟出门%晚
上(点才回到家%非常辛苦%一天只有!%

到*%元& (都怪自己的腿脚不争气)%陈
仁忠说%他的腿不能长时间走路%会发
抖'会疼%由于家里穷%也没钱看病%一
直都不知道是什么症状& 除了偶尔下
地干一些简单的活%其它的都做不了&

在陈仁忠的身边%记者看到了两
个孩子%大的女孩叫陈秀春%)$岁& 小
的男孩叫陈世光%)%岁&

记者看到陈秀春脸上的泪痕%询
问孩子的状况% 但是她害怕地躲开
了%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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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小区的必经之路因没有进行
硬化%到处坑坑洼洼%这让海口琼
山振发路一带的教师佳园小区上
百户居民一直以来都深受困扰&

(月)*日% 记者来到教师佳
园小区实地走访时看到% 从该小
区通往振发路的是一条土路% 长
约,%%米& 路的一侧长满高高的杂
草% 另一侧是在建工地% 导致该
路段被 (夹) 得只剩下三四米宽&

其中一小段大约七八十米的路到
处是大坑接小坑% 其余一段路则
被铺上了一层建筑废弃的碎石渣%

到处坎坷不平& 无奈% 过往此路
的车辆只能是慢慢颠过去% 行人

也会时不时盯着脚下的碎石渣%

生怕踩错了被尖石扎到&

小区的居民王先生告诉记
者% 这条土路是他们居民进出小
区唯一的一条路% 多年来一直是
这样破破烂烂%下雨天%更是泥泞
不堪&前段时间%附近一个工地为
了他们大货车出入方便% 特意拉
来几车建筑垃圾铺在路面上%可

这其实对路面没有丝毫改善%铺
上去的碎石大小不一% 有的还掺
着些碎玻璃% 大家开车经过都怕
轮胎会被扎破&

(上次有骑着摩托车的人还
碰到一块大石头% 连人带车摔了
呢& )居民李女士牵着孩子刚好路
过%看到记者采访%她也插嘴道%

这条路真是困扰他们很久了%路
面太差%每到下雨天或晚上%他们
都不敢让老人小孩随便出入& 居
民都迫切希望有关部门能将这条
路尽快修成水泥路% 以方便小区
居民出行&

记者从琼山区政府服务中心
了解到% 教师佳园小区居民出行
难的问题% 现已引起该区有关部
门的关注% 琼山区住建局目前已
向区政府申请维修资金% 待资金
到位后方可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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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晚(时% 市民张先生向本报反映
称% 在海口市龙昆南路西沙路口
有一块广告牌悬在半空中% 下面
就是人行道%非常危险%望相关部
门尽快跟进处理& 记者赶到现场
后%派出所民警设警戒线%房东于
)!日晚将广告牌拆除&

)!日晚(时许%记者在西沙路
与龙昆南路交接处一间名为 (阿
荣城堡)的酒吧门口%看到了张先

生所说的广告牌& 该广告牌上面
印着(释放激情 享受音乐)等字
样%广告牌仅靠一个焊接点挂在$

楼的墙壁上% 而广告牌的绝大部
分都悬在空中% 横跨在人行道上
摇摇欲坠%感觉随时会掉下来&

而此时% 该路段人行道上的
人流量较大% 不少市民在记者的
提醒下才发现头顶上挂着随时掉
下来的(炸弹)&随后记者拨打))%

报警% 海口蓝天派出所民警赶到
现场后告诉记者% 该广告牌的业

主系(阿荣城堡)酒吧%该酒吧被
警方取缔后就没有开张了& 民警
试图拽下广告牌% 但无奈广告牌
距离地面$米多高%没能卸下广告
牌&为了提醒过往行人避让绕行%

民警在广告牌有可能掉落砸到的
区域围起警戒线&

经记者打听后联系上广告
牌所在建筑物的房东何先生&

何先生表示感谢市民反映此
事% 并在当晚就通知工程人员
拆除了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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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到旅客的苹果手机%手机却
上了锁无法打开提取失主信息%海
口铁路公安处万宁车站派出所的
铁警最终是通过网上信息%得到多
名网友相助找到失主&

(月)!日晚,$时许%海口市民蔡
女士从万宁乘坐三亚开往海口东的
动车回到家中后% 才发现新买的价
值-,%%元的苹果手机被弄丢了%顿
时焦急万分%其丈夫笑着安慰她不要
焦急%她的手机已被万宁火车站的铁
路民警找到了% 并通过她网友的00

与自己取得了联系%次日就去领回&

原来%蔡女士当日晚1%时许在万
宁火车站候车时% 用手机与网友00

聊天%上车前将手机遗忘在候车厅座
位上%被安检员陈美丽捡到%交给了
值班民警&手机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位
网友发来的00信息% 民警立即上网
联系该网友%请其转告机主到万宁所
领取遗失的手机& 遗憾的是%这位网
友也无蔡女士的其它联系方式%但
是告知民警%自己经常与她在)个00

群中聊天% 民警就请他在00群中发
布公告& 当晚,$时许%经多位网友的
努力% 终于辗转联系到蔡女士的丈
夫陈某%其迅速与民警取得联系%并
约定次日到派出所领取手机&

(月)*日% 蔡女士从铁警手中
领回自己的手机%将一面锦旗送给
了海口铁路公安处万宁车站派出
所% 连声感谢铁警通过00辗转找
寻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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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万宁市
消防大队为方便市民举报投诉消
防隐患% 又开通了,-小时值班的
(2*))2)举报投诉服务热线和万宁
消防大队新浪官方微博 !

&''()**

+,-./01/2*3*4$567$5$58

$

% 并且
举报投诉经证实还会有!3元至)%%

元不等的奖励&

据了解%目前万宁市火灾隐患
举报投诉的方法有*种% 原有的包
括电话 !

8!6!9:4447""6

$

' 传真
!

8!6! 9:444$!!8

$

' 邮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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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

%%%58!76!

$等方式%以及)*日开
通的热线和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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