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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映

南国都市报7月4日讯（记者何
慧蓉）2006年，海口某公司分配安置
房指标，该公司职工洪文丽有一个名
额。但是，同公司的李艳茹却以她与
洪文丽已经换了指标为由，交了10
万余元的购房款。洪文丽不同意，并
在随后也交了房款。一套房子怎能
有两个主人？于是，关于究竟换没有
换指标的问题，洪文丽和李艳茹纠缠
了近10年。

这个故事，得从海口某公司分房
说起。该公司是一家老国有企业，从
1995年到2005年，10年时间里，该
公司共分了3次房，李艳茹在第二次
分房时拿到了指标，但洪文丽因为进
厂晚，直到2005年第三次分房时才
拿到名额。原本，这各人拿各人的指
标，各人住各人的房子，也不该有啥
矛盾啊，怎么会有换指标一说呢？

李艳茹说，她和洪文丽，还有

厂里的另一名女职工陈文静不仅是
同事，也是好姐妹。1995年的时
候，陈文静拿到了厂里第一批房的
指标，当时洪文丽刚进厂没多久，
但又希望能拿到房屋，3人便商量
着换指标。3人说好，由洪文丽拿
第一批房，即陈文静的指标，陈文
静拿第二批房，即李艳茹的指标，
李艳茹则拿洪文丽的指标。

“后来房子涨价了，她就不承认
换指标的事了”，李艳茹坚持3人已
经互换了房屋指标，在没拿到钥匙
的情况下，自己找人开锁，对洪文
丽分到的房屋进行装修入住，也拒
绝收回海口某公司退还给其的购房
款。由此，也引发了她与洪文丽之
间的夺房战。

法院审理查明，第一套房的指标
是陈文静的，后来由陈文静和洪文丽
一起卖给了他人。而第二套房，属于

李艳茹的指标房，现在则由陈文静居
住享有。

李艳茹称，从第一套房、第二套
房的分配来看，就是3人互换了购房
指标，由洪文丽拿了陈文静的指标，
陈文静拿了她的指标，那么，洪文丽
的指标房，就应该按照口头协议约
定，属于她。

但是，洪文丽否认存在换指标一
事，陈文静也没有承认。对于第一套
房为啥是2人共同卖房，洪文丽和陈
文静有不同的说法。洪文丽称是她
借钱给陈文静买房，陈文静卖房后将
房款还给她。洪文丽坚持，她并没有
拿到第一批房屋指标，而第三批房屋
是属于她的，李艳茹没有权利占用。
陈文静否认借款，称是因为洪文丽想
要房屋，但资历不够，她便把自己的
指标给了洪文丽。

换，还是没换，这是一个问题，也

导致李艳茹与洪文丽之间纠结近10
年的房产之争。近日，在海口中院再
审之下，该案有了结果。海口中院审
理认为，无论第一套房是洪文丽与陈
文静之间存在卖房抵债的关系，抑或
洪文丽使用陈文静的购房指标，都只
是洪文丽与陈文静之间的关系，没有
证据证实与李艳茹相关联。至于陈
文静购买了属于李艳茹的指标房，则
只是陈文静与李艳茹之间的交易，亦
没有证据证实涉及洪文丽。在李艳
茹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没有提供充分
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无法认定三人之
间存在换房行为。而3次分房跨越
十年之久，陈文静与李艳茹也不可能
提前知道洪文丽将得到安置房并与
之交换，不符合常理。

最终，法院没有认定陈文静、李
艳茹、洪文丽之间存在换指标行为，
李艳茹败诉。（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她用同事指标交房款
开锁装修引发“夺房战”
海口一公司两名职工为争房“拉锯”10年法院对换房一说不予认定

南国都市报7月4日讯（记者
何慧蓉 通讯员陈松松曹文）2015
年6月12日上午，海口琼山法院的
流动法庭车再次启动，前往云龙镇
云岭村委会院内，开庭审理原告符
某妹与被告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
云岭村委会某村民小组侵害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

因为审理的是村民较为关注
的外嫁女案件，当流动法庭车开
至村委会时，院内已来了不少的
村民等着开庭。法官和书记员开
始调整车厢内的桌椅认真布置审
判台，在深红色的背景幕布上方
悬挂好国徽，打开外置式音响等
设备进行调试。一切准备就绪
后，书记员通知原、被告走进车

内，村民们也陆续聚围在车辆旁
边观看庭审。工作人员搬来坐
椅，放置在车厢尾部外阴凉处，
让年纪偏大的村民可以坐下来听
案件审理。

经过短暂休庭，法官恢复庭
审进行当庭宣判，虽然原告符某
妹自2010年 10月份将户口迁移
至被告处，但原告自2007年8月
至2014年 11月期间一直在琼山
区某局工作，有固定的工资收入
并缴纳了社会五项保险，原告的
工资收入足以维持其基本生活，
并不以该村的土地作为其基本生
活保障，与被告脱离了固定生
产、生活关系，故应认定原告在
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不具有被告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此，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土地补偿费的
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
予支持。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
请求。

近年来，随着辖区经济的发
展，当事人以享有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主张分配征地补偿款的
案件日益增多，法院针对该类案件
当事人双方矛盾易激化的特点，在
审理案件时除依法裁判外，较为注
重在巡回审判中加大与当地村干
部和村民互动，通过以案释法的方
式，重点解析原、被告双方争议的
焦点以及法院做出裁判的法律依
据，提高当地群众的法律意识，
促进社会矛盾化解。

在海口有固定工作交了社保
外嫁女要分征地补偿款被驳回

电压低得风扇都带不动
屯昌新兴镇一村庄
村民用了4年闹心电

南国都市报7月4日讯（记者
吴岳文）“由于电压低，电风扇都没
法用，有时电压又突然升高，烧坏电
视机，我们用了4年的闹心电，也不
知何年才能解决。”7月1日，屯昌新
兴镇兴诗村委会刘岭仔村部分村民
拨打本报热线诉苦。

记者在刘岭仔村看到，一根立
在村中央的电线杆上吊着王球成、
刘卫清、刘书运等 8 户村民的电
表。“电表箱在2012年一次台风中
被刮坏，防护盖与碎片散落，箱体吊
在电线杆上随风摆动，离地面只有
一米左右。”村民刘卫清介绍，他发
现后用绳子将电表箱绑在电线杆
上，然后向新兴供电所的抄表员反
映，要求维修电表箱。抄表员称：

“这不关我的事，你要到供电所去请
示。”刘卫清到供电所诉说，有关负
责人回答要等待电改时才能重新安
装新的电表箱。

记者看到，这些电表用绳子绑
着，离地面只有1米多高，电表、开
关裸露。村民们最担心的是孩子玩
耍碰到会触电。

刘岭仔村有80户村民，300多
人，村民在用电方面，有说不出的
苦衷。村民刘卫军说：“每天从中
午至晚上8点钟，是村里用电高峰
时段。因电压低，大热天的，电风
扇都带不转；用电启动抽水机，只
听到“呜呜呜”声，未见抽水机转
动，抽不上井里的水；用电饭煲做
饭，2个多小时煲不熟一锅饭；下
雨天，全村经常断电。村民刘江
告诉记者，他3年前买回一台空
调机在家里安装，接通电源，但
电压低未能启动，只好拆下来放
回包装箱，成了“珍藏品”。“由于
电压不稳定，有时候电压很低，有
时候会突然升高，之前村民家被烧
坏了8台电视机。

新兴镇供电所有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将尽快派人到刘岭仔村查
看，早日解决村民的用电问题。

南国都市报7月4
日讯（记者 胡诚勇）7
月 3日 23时 09分，琼
中县公安消防中队接
到群众报警称：位于琼
中县加钗农场十九队
山坡上，有一辆挖掘机
发生着火，接到报警
后，中队官兵立即出动
赶赴现场。

23时 28分，消防
官兵到达现场后发现，
在山坡上有一辆挖掘
机正在猛烈燃烧。根
据现场情况，指挥员立
即命令灭火班立即出
两支水枪进行灭火。
23时35分车身明火被
扑灭。起火原因正在
调查当中。 挖掘机正在猛烈燃烧（琼中消防提供）

村民投诉村干部
侵占土地补偿款

南国都市报7月4日讯（记者
何慧蓉 通讯员 陈文杰 郭益玲）

“听检察官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回去跟村里人做做工作，大伙联
名向检察院举报村干部贪污征地
补偿款的事。”6月24日上，海口
美兰区检察院“举报宣传周”活
动现场，市民刘某恍然大悟。

刘某老家在农村，因重点项
目建设需要被征了地，村干部
虚构被征收的土地青苗补偿的
面积，侵占土地征用补偿款，
村民多有不满但投诉无门。检
察官让刘某和其他村民一起商
量 ， 联 名 向 检 察 机 关 举 报 此
事。现场，检察官还向刘某细
致讲解了 《土地管理法》 及贪
污罪等相关法律法规。

6月25日7时左右，海口美兰
区检察院在演丰镇设点宣传生态
检察，路过的村民表示都知道要
保护红树林、不能滥砍滥伐，但
对于砍自家树林也要办证、挖沉
香树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触犯法
律等知识就缺乏了解，群众说检
察院来到农民家门口宣传生态检
察，真是上了一堂“及时课”。大
家纷纷走上前去，领取美兰区检
察院自制生态检察宣传小手册。

新小区电梯故障停运
困扰业主装修

南国都市报7月4日讯（记者
王天宇）2日，家住海口秀英区文
博府小区B区的业主张先生向本报
记者反映，他所居住的小区刚开始
入住，大多数住宅均在装修，可近
几天，二号楼二单元的一部电梯却
出现了故障，这可让一些正忙着装
修的业主犯了愁。

据业主张先生说，最近，小区
交房后，他请来施工队对自家房屋
进行了装修。不料，装修没过几
天，二号楼二单元的一部电梯就因
故障停运，至今未恢复。大家每天
只能挤一部电梯上下楼，因整栋楼
18层，却仅有一部电梯在运行，
确实有些不便，尤其是高层居民太
费事儿。

对此，记者2日上午来到文博
府小区B区，在二号楼二单元居民
楼内，记者发现两部电梯确实只有
一部在运行，另一部电梯处于停用
状态。随后，记者走访了该小区的
其他单元发现，二号楼一单元、三
号楼一单元内也只剩下一部电梯在
运行。居民、施工人员只能在楼道
内排队等待乘坐电梯。一装修工人
称，楼里不少住户正在装修，上上
下下频率很高，他担心这唯一运行
的电梯要是再坏了可就麻烦了。

针对此事，海南华琨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文博府B区服务处一
工作人员称，由于小区内的住户
在装修阶段，不少装修队运载货
物过重，造成电梯超载，这可能
是造成电梯损坏的原因。目前，
物业已经通知了电梯维保公司维
修人员前来维修。

我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