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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潭牛
!"

月
!!

日电!记者 陈新
摄影报道"

!!

日# 在海南省人民医院
住院的老邢相当郁闷$因为自家上万
元的果树被相邻村庄的人砍掉后#派
出所立案快一个月了#毫无结果% 为
了讨个说法# 在信访部门上访时#因
为情绪激动#导致心脏病突发#入院
治疗%

种果树
$"

多年
被说种错地了

据老邢介绍#他是文昌市潭牛镇
大顶村委会仕头村人%

!#

多年前#他
的妻子吴月兰在与昌美村委会昌美
一队的土地临界处种植了槟榔树&荔
枝&青竹和菠萝蜜树%如今#槟榔树都
长得碗状那么粗#有的都已结果% 可
到了今年

$

月# 昌美村委会昌美一组
的村民们声称#吴月兰种植的果树是
在他们村的土地上# 要求吴月兰搬
迁#否则他们将砍掉% 可吴月兰和所
在的村委会认为#如果他们种植的土
地是在昌美村委会界内#为何当初种
植时#昌美村委会的人不主张#过了
这么多年之后# 果树都长大结果了#

才来主张' 最后双方僵持不下#在镇
政府的协调下#双方同意接受调解%

今年
$

月# 在镇政府的主持下#吴
月兰和昌美村委会昌美一组村民代表
达成了调解协议% 记者在这份调解协
议书上看到# 双方约定$ 槟榔树砍伐
后# 双方当事人不得在水沟中种植农
作物% 昌美村委会昌美一组付清吴月
兰青苗补偿款后# 三天内由吴月兰自
行处理槟榔%如吴月兰不处理#视为自
动放弃#果树由昌美村委会处理%吴月
兰向昌美村委会昌美一组一次性支付
!###

元土地承包金%调解协议书上#有

吴月兰&昌美村委会昌美一组
%

位代表
和调解员的签字% 落款盖章是文昌市
潭牛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

调解协议签了
树却白白地没了

本以为调解协议签署后#事情能
顺利地解决% 可到了今年

!!

月
!&

日下
午#昌美村委会昌美一组不顾协议约
定#组长吴某带领许多村民将吴月兰
的上百株果树砍伐殆尽% (我和妻子

在现场拼命地拦#都拦不住#眼睁睁
地看着他们砍% )老邢无奈地说#当时
他和妻子辛苦种植的果树就这样白
白地被人砍了#心里非常难过% 事发
之后# 他和妻子就到新桥派出所报
案%

!!

月
"'

日#新桥派出所向吴月兰
送达了立案回执书% 经评估#吴月兰
的果树损失

(%##

多元%

本以为派出所立案后会有个结
果#可老邢和吴月兰等了将近一个月#

仍是没有结果%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
的老邢决定到文昌市信访部门讨个说
法%

!"

月
)

日#

*#

岁的老邢在文昌市信访
部门反映情况时#心脏病突发#昏倒在
地%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老邢因病情
危重#被送到海南省人民医院抢救% 目
前#老邢已脱离危险期#但医药费花了
将近

$

万元% (我们家生活困难#家里有
一个脑瘫的孙女在家都没钱治病#这
件事情很伤人% )老邢苦恼地说%

新桥派出所负责人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事发后#他们了解到#吴月
兰种的果树是在昌美村委会的土地
上#但已种了

!#

多年% 后经镇政府和
派出所调解# 双方都签署了调解协
议% 目前#派出所已经立案#下一步会
和镇政府组织人力尽快处理此案%

果树被毁报案无果老汉气出病
文昌潭牛一果农因上万元果树被砍报案近一个月不见警方处理#气得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

图为老邢家被拦腰砍掉的果树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
许欣 实习生 陈雄"(全国中学

!##

强出炉啦
+

海南两所学校上榜
+

)

!#

日晚#海南网友(海南大小事儿)发
出微博称#全国

!##

强中学中#海南
中学&琼海嘉积中学上榜#并附上
相应名单%不过#海南省教育厅称#

从未进行过此类排名%

(本排名是中国教育部根据各
地送审的

$%&

所省级重点高中#进行
量化赋分# 评出的中国中学

!##

强%

其中海南中学&琼海嘉积中学上榜
+

看看有没有你的母校
,

)网友(海南
大小事儿)在微博这样写着%

!#

日晚#记者搜索发现#这份

以湖北黄冈中学&北京四中&天津
南开中学为前三名的 (全国中学
!##

强)名单#早在
"##*

年便在一些
网络论坛上出现# 并一直延续至
今%其中#海南中学排名第

)"

#琼海
嘉积中学排名

&"

%

而今年
%

月份#教育部通过人民
网等媒体表态称#教育部及其相关司
局没有开展过中国百强中学&高中排
行榜等类似评选和排名活动# 也没
有发布过此类信息% 有关媒体发布
的以教育部名义举办的此类评选活
动和排名结果# 均属于冒用教育部
名义的虚假信息%教育部认为#普通
高中教育属于基础教育# 是面向大

众的国民素质教育#在全国
!)###

多
所普通高中学校中选出

!##

所或几
百所进行排名# 不利于基础教育科
学发展% 教育部提醒社会公众提高
警惕#不要被此类信息误导%

海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负
责人称#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
不可能开展此类排名活动的%我省
发展教育的理念是$在义务教育阶
段强调均衡发展#在普通高中阶段
强调特色办学及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 在基础教育类中小学校中#我
省一直在开展规范化学校和标准
化学校评比# 目的是促进规范化&

标准化办学%

!全国中学$""强"海南两中学上榜'

教育部门称从未进行此类排名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记者袁
兰"(去年参加了城镇居民保险#今
年开始我自费交城镇从业人员保
险#希望晚年的养老待遇更好一点%

没想到去退城镇居民险的时候#钱退
不了#说要到退休之后才能把交的钱
拿回来%)海口居民陈女士反映#

"#!!

年她交了
!###

多元参加城镇居民养
老保险#今年又参加了城镇从业人员
保险# 重复参保后去退城镇居民养
老保险#但居委会说无法退回%

陈女士介绍# 她今年
&)

岁#海
口城镇户籍#没有工作%

"#!!

年
!#

月份#听说可以参加城镇居民保险#

每月交
!##

元#退休后能每个月领到
!##

多元# 她一次性交了
!###

多元
参保%今年年初#她考虑到城镇居民
养老保险的待遇相对较低# 决定开
始自费缴纳城镇从业人员保险#每
月交

*##

多元% 重复参保后#她去银
行退钱# 不过工作人员告诉她退不
了#(我又去居委会# 他们说

!###

元
在账户里#但现在退不出来#要到退
休后才能取出% )陈女士说%

!!

日#海口社保局的参保登记
科王科长# 针对陈女士的情况#做
了解释#(目前国家正在酝酿出台
新农保&城镇居民险&城镇从业险

三种保险相互衔接转换的政策#但
现在还没出台% )王科长说#*社会
保险法+中明确规定#从业人员参
加城镇从业人员保险是强制性的#

比如以前在农村参加过新农保#进
城找到工作后#也必须参加城镇从
业人员保险%

(衔接的政策出台后# 重复参
保的情况#三种保险之间可能会实
现相互转换#不能转换的退回个人
缴纳部分% 但目前政策还没出来#

所以重复参保的#只能选择暂停一
种#缴纳的金额暂存于账户内% )王
科长表示%

海口一市民重复参保想退退不了
社保部门表示$重复参保不能退#只能暂停一险种

未婚生子落户娘家
未得征地款母子告状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 何
慧蓉"村里发征地补偿款了#却没有阿
燕母子俩的名字%一问之下#才知道他
们并没有被当成村里人%户口在村里#

又在村里承包了田地#阿燕认为#自己
和儿子应该分到村里的征地补偿款%

于是# 在向村里索讨未果的情况下#

阿燕将村民小组告上了法庭%

阿燕是海口演丰镇一村村民% 自
出生开始# 她便随母亲张某生活在村
里#户口也落在村里%

!''!

年#阿燕与村
外一男子交往#并在第二年生下一个男
孩%两人始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因为
性格不合#阿燕最终与男友分手%之后#

阿燕带着男孩#回到村里生活% 男孩的
户口也随阿燕一起#登记在村里%

"#!#

年# 村民小组给村民发放征地补偿款#

按各户责任田和人口来分配%阿燕的母
亲获得了这笔款项#但阿燕母子俩却没
有领到% 到村里一问#才知道在发放征
地补偿款方面#他们并没有被当做本村
人%村里表示#阿燕早就出外谋生#其生
育孩子之后也很少回村里生活& 生产%

村民认为阿燕母子俩属于空挂户#不属
于该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法院认为#阿燕长期在外谋生#有
其他收入# 但在村里的承包地仍是其
赖于生存的最为稳定及重要的生活保
障%而其是否外嫁女的身份#不是导致
集体成员资格丧失的必然因素# 以外
嫁女作为理由拒绝其享有集体成员权
益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法院认定#阿
燕母子俩是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应当与其他成员享有同等权利与待
遇% 对此#美兰法院判决#被告村应足
额支付阿燕母子俩征地补偿款%

精神病人成邻居
小区业主叫苦连天

本报嘉积
!"

月
!!

日电!记者 张
期望 摄影报道"(将一个精神病人
关在小区内#你让我们这些候鸟老
人怎么过啊% )

!!

日上午#住在琼海
市银海路水和园小区的陈阿姨致
电本报#由于自己和一名精神病人
是邻居#精神病人经常半夜三更大
喊大叫#严重影响他们的休息% 更
可怕的是#这名精神病人曾拿刀追
砍路人#他们出行都提心吊胆%

(就在前几天# 我们这里有一
个糖尿病老人被她吓出心脏病#现
在还在医院治疗% )陈阿姨一见到
记者就吐苦水#自己和这名精神病
人对门而住#平时开门出去 #都要
从大门猫眼察看一下门外情况才敢
开门% 当天下午#记者走进该小区

&

楼外阳台时#就听到一阵阵叫喊声%

抬头一看#只见
*

楼一阳台上#有一
名老人拿着一个空碗在敲打栏杆且
情绪激动% 见到有人靠近#该老 人
突然哭喊起来 # 并用碗装水泼下
来#随即把碗也丢了下来%

(她就是我们小区的精神病患
者#白天闹腾也就算了 #最困扰的
是半夜持续地唱 歌和哭喊% )据小
区物业管理员赵先生介绍#该小区
目前入住

*#

多户居民# 其中超
'

成
为候鸟老人% 因为这名患者的影
响#不少居民选择搬离%

在
&

楼外阳台上# 有一处草坪
有明显烧焦痕迹% 据介绍#该患者
曾两次点燃纸箱等物品# 从

*

楼丢
下草坪引起火灾%

据该精神病患者的女婿崔先
生介绍#该患者今年

*#

多年 #辽宁
人#患有精神病已

"#

多年 #于
"#!!

年年底住进水和园小区%

据琼海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由于这名精神病人不仅有家
属#而且户籍还是外地的 #根本不
在他们的救助范围内% 最好的办法
是让家属将其带回老家#让当地民
政部门予以救助%

精神病人放火将小区阳台上绿

化植被烧毁

!"#$%&

西门子高级验配专家
$!

月
$&'$(

日在海口现场为耳聋
患者选配助听器%

多重优惠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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