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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队员被摊贩咬伤缝 8 针
海口美兰整治三西路占道经营遭暴力抗法 咬人摊贩被拘留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记者纪
燕玲 实习生李文萃 通讯员陈建宇）今
天早上，海口市美兰区组织城管队员
依法整治海甸三西路占道经营时遭遇
流动摊贩暴力抗法。一名城管队员手
指头被咬得鲜血直流，送到医院后缝
了 8 针。另有一名城管队员胸口被另
一名摊贩抓伤。事件发生后，美兰区
区委书记孟励、区长吴树强先后作出
指示，要求有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此
事，并委托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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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治疗的城管队员。目前，咬人的
摊贩王某已被行政拘留。
据介绍，21 日早上 7 点 20 分左
右，正在三西路巡查的城管队员老陈
发现数名流动摊贩正在占道卖菜。这
几名摊贩是一家人，是三西路的占道
经营“钉子户”。老陈立即上前进行
劝导，督促他们改正违章行为，但那
几名商贩不停辱骂执法人员。在劝阻
无效的情况下，老陈和现场的其他城
管队员一起，开始依法扣押其占道经

营物品。那几名商贩见占不到便宜，
于是赶紧先把其余物品搬走，临走前
还威胁要拿刀来报复。老陈介绍，在
劝导、扣押物品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
一些轻微的冲突，一名女商贩对老陈
进行拉扯，致使老陈胸口被抓伤，制
服上衣多个纽扣被扯掉。
那几名商贩在别处把东西放好
后，其中一名约 50 岁的商贩王某很
快返回现场，再次威胁老陈，扬言要
拿刀来“捅死”老陈。王某甚至还挥

拳朝老陈的脸上打去。城管队员小陈
这时也赶到现场，对王某进行规劝。
见王某情绪越来越激动，甚至要开始
打人的时候，小陈赶紧抱住王某，对
其进行制止。没想到王某狠狠咬住小
陈的食指。
“他咬得很用力。如果我当时不
赶紧用力把食指拔出来，被他咬断手
指都有可能。”谈起当时的情景，小
陈仍心有余悸，他告诉记者，王某还
想咬他的右手，幸好他躲闪及时。现

《政府免费发放的肥料 定点买种子才送？
》

多部门介入调查 免费肥料已发放到户

当地农户正在领取免费肥料。
南国都市报记者 胡诚勇 摄

省外贸粮油公司宿舍楼

23 日起修复重建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见习
记者 洪坚鹏）在去年威马逊超强台
风肆虐海南时，遭海悦东方楼盘倾
倒塔吊破坏的海口秀英区华美路省
外贸粮油公司宿舍楼预计于 23 日
起动工修复，此前受损房屋确定了
拆除 8、9 层进行重建，其余楼层
修复加固的方案。
21 日上午，记者在该宿舍楼外
看到，中城建第六工程局的工人正
在搭设脚手架，升降机井已安装完
毕。现场负责人蒋先生介绍，他们
将用两天时间搭设脚手架，预计于
23 日开始对 8、9 层楼进行人工拆
除。若没有遇到强降雨、台风天气，
完成修复重建只需要两个月。
受影响的住户蒙女士告诉记
者，36 户居民都已在外边租好了房
子，部分人在等待施工队的通知，以
便在正式撤离时计算安置费用。
业主代表林女士告诉记者，海
悦东方开发商海南中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已将房屋补偿款发放到
位，但 1-7 层住户的财产损失尚未
赔偿，他们将约时间商量赔偿事宜。

南 国 都 市 报 7 月 21 日 讯（记
者 胡诚勇）政府免费发放的肥料，
居然成了海口市红旗镇一家私营
农资店用来卖种子搞促销的赠
品，这件荒唐事于 7 月 20 日经南
国都市报曝光后，引起了有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目前，多个相关
部门已介入调查。与此同时，海
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也及时采
取整改措施，将之前暂时存放在
该农资店仓库内的肥料按计划全
部发放到农户手中。
7 月 21 日中午，当记者再次来
到红旗镇上的“海口绿农佳农资经
销店”采访时，海口市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红旗镇政府、镇农业服务
中心、工商等部门人员也在该店里
调查了解情况。
当着众多部门人员的面，记者
也对话了之前暗访时声称必须在该
店内买种子才送肥料的店员阿雄，
他解释称，政府要免费发放的这批
肥料之前都暂时存放在该店的仓库

内，他知道这批肥料要往当地昆上
村等村庄的农户免费发放，所以才
以这个为由，向昆上村村民小组长
打招呼，让农户们都到该农资店内
买种子。“我只是建议，并没有说
一定要在这里买，是他们误会
了。”阿雄承认在这件事上确实做
错了。
据红旗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王
智慧介绍，7 月 20 日，南国都市报
曝光此事后，该镇镇委书记和镇长
都非常重视，立即成立联合调查小
组对此事进行调查。目前经调查发
现，此事为农资店人员在得知有关
部门将在昆上村等村庄免费发放肥
料的消息后，便利用之前暂时存放
在该店仓库内的肥料“搞促销”，
让村民小组长通知村民到该店内买
种子。
“目前来看，这属于商家的个
人行为，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无
关，我们已通知工商介入，看这
家店是否存在其它经营违规。”王

智慧表示。
“这家店的做法是错误的，他
们没有权利这么做。”针对此事，
海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
家坤表示，政府免费发放的肥料，
绝对不能作为商家用来搞促销的手
段。对此，他们已对涉事农资店的
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经过核
实，肥料还没有实际发放出去，都
还完好地存放在仓库。他们立即按
原计划将肥料分发到农户手中，不
管农户之前有没有在这家店买过种
子，反正只要符合在创建万亩高产
示范片区的农户都可领到肥料。
另外，如果有农户因此事提出
要退回之前买的种子，该农资店也
必须无条件退货。
当天下午，当地农业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正在组织人员，将
之前暂时存放在涉事农资店的 175
包配方肥全部搬出，按计划全部
发放到昆上村等当地 3 个田洋的农
户手中。

三亚市政府发布禁止机动车乱停乱放新规

禁停路段停车 罚款 100元扣 3分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记
者 利声富）贪图方便在路边、路
口或人行道乱停车的三亚车主们
注意了，7 月 11 日起，随意乱停
车不但会被罚款，若在禁停标志
路段乱停车还要被记 3 分。在三
亚市区停车难问题一再被吐槽情
况下，这一新规引起读者的关注
和热议。

禁停路段停车
罚款 100 元扣 3 分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道路车辆
停放秩序管理，7 月 11 日，三亚
市政府发布了加强机动车停车管
理的通告。要求机动车驾驶人按
照指定地点停放机动车，除停车
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以外的地
点，不得停放机动车。
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但政
府有关部门施划的停车位除外。
对违法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
上停放 （含临时停放），机动车

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
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
行人通行的，公安交警部门依照
有关规定，处 100 元罚款，并可
依法将该机动车拖移至指定扣车
场停放；不妨碍交通的，可以依
法锁定机动车车轮。不按规定停
放 （含临时停放） 在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以外区域的机动车，
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抄牌拍
照查处。
需要提醒三亚有车一族注意
的是，在禁止停车路段停放车
辆，公安交警部门将根据相关规
定，处 100 元罚款，记 3 分。

市民褒贬不一
各执其词
采访中，南国都市报记者发
现，对于停车新规，市民也各
执其词，褒贬不一。
一位车主说，前段时间，三
亚市建设一批停车场，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部分路段停车难。但三
亚市主城区的解放路、河东路、
河西路等繁华路段，停车难仍然
存在。特别是冬季旅游旺季和节
假日，市区停车更是一位难求。
他也知道，乱停车会被罚，但实
在没办法。
车主张先生说，目前，三亚
市区停车难问题尚未缓解，许
多违法停车行为并非法律意识
淡漠，而是实在没地方停车。
如今，在禁停路段停车，除了
罚款 100 元外还记 3 分，这样的
规定既不是治本之策，也加大
车主负担。
但也不乏为该政策叫好的声
音。他们大多数是非有车一族，
平时步行、公交出行较多。这部
分市民认为，机动车乱停放已成
为城市顽疾，在非机动车道上乱
停，影响到骑电动车出行的市
民，在人行道上停车，让过往市
民感到寸步难行。

场的其他城管队员一起控制住了王
某，并把小陈送往海口市人民医院。
经诊断，小陈食指有长达 3 厘米的裂
伤口。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赶到现
场，将王某带往派出所接受调查。
路段城管队员告诉记者，那一家
商贩长期在三西路占道经营，不但屡
教不改，此前还多次谩骂、威胁城管
队员。据悉，美兰将继续加大对三西
路占道经营的整治力度，坚决打击气
焰嚣张的违章者。

截稿消息
两伙人斗殴
一人致死

南 国 都 市 报 7 月 21 日 讯（记
者 杨琼文 文/图）7 月 21 日晚上 8
时多，琼海市银海路清庭小区发生
一起伤害致死案。据一知情人透
露，居住在清庭小区里的两群人因
债务发生斗殴，双方均受伤，其中一
伤者抢救无效后身亡。
南国都市报记者晚上 10 时赶
到清庭小区时，看到警察已经封锁
现场进行勘察。另据清庭小区的一
住户介绍，21 日上午，斗殴的两群
人已经打过架了，想不到晚上再次
打架，并引发命案。

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

可享受 300元补助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记者
王洪旭）近日，海南省卫计委印发
《2015 年海南省中央补助地方农村
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实施方
案》。该方案指出，我省符合条件
住院分娩农村孕产妇发放补助，按
照每人 300 元的标准为孕产妇减免
住院费用，补助时间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补助对象为夫
妻双方有一方为海南农业户籍、符
合国家有关政策，并在定点助产机
构住院分娩的孕产妇。

《活色生香 海口邀您来逛街》

旅游推介片今首播
南 国 都 市 报 7 月 21 日 讯（记
者 张期望 实习生 李万内）由海口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拍摄以观澜
湖 1942 民国街、复兴城中国香街、
骑楼老街、骑楼小吃街四条特色街
区为内容的《活色生香，海口邀您来
逛街》旅游推介片将于 7 月 22 日起
在旅游卫视播出。为进一步扩大宣
传覆盖面，从 7 月 22 日起该片将在
旅游卫视播出（首播为 7 月 22 日晚
间《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后，19：
35-19：
45 时间段隔天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