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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内被大量私设地锁占车位

公共空间谁圈占谁用？
事发海口白龙南路汇天小区 城管：
业主不同意拆，建议协商解决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 （记者 王
康景 文/图）“小区内有很多人私自设立地
锁占据车位，致使他人有位不能停车且影
响孩子玩耍安全，反映多次却没有拆除，
公共区域被霸占实在不合理。”15 日，海
口白龙南路汇天小区业主刘先生向记者反
映，小区车位有限，导致两栋楼居民抢设
地锁，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拆除。
记者 15 日在汇天小区内看到，该小
区两栋楼之间的空位停着很多车辆，而
每个车位上几乎都设置了地锁，有些地
锁处于上锁状态，导致其他车辆“有位
不能停”
。

“从 2016 年开始就有人在地面上设置
了地锁，大家都跟风设，上锁的时候地锁
是拱起来呈三角状的，小孩子玩耍容易磕
碰到。”小区一位业主告诉记者，小区 A
栋没有物业，而 B 栋有物业公司管理，目
前两栋楼由于历史原因实际上已形成两个
独立小区，但小区车位是大家共有区域，
有人私设地锁后，两栋居民纷纷把车位占
完，变成私人车位。
小区 B 栋物业人员介绍，该栋此前已划
分 17 个车位，这 17 个车位业主设立地锁后
向物业缴纳 90 元每月的管理费，物业保障
车位不让其他人停放，并保持车位清洁，而

小区其他车位都是免费停放的，且因不少
外来车辆随意进来停放，业主们就私自设
锁占用，
物业不收费也不参与管理。
刘先生表示，此前城管部门已经下文
要求全部拆除地锁，但后来未能拆除。记
者了解到，城管部门此前已联合街道办来
到汇天小区准备拆除地锁，但由于小区部
分业主阻挠，导致拆除工作无法继续，最
终城管建议小区业主进行协商解决。
对此刘先生表示，按照规定，公共区
域是不允许私人设锁独占的，如果小区地
锁一直未能拆除，他与其他业主将继续反
映该问题。

汇天小区被大量私设地锁。

儿子患“地贫”需每月输血 丈夫肺结核加重急需手术

儋州新州镇林壮桃

被病痛折磨的她盼好心人伸援手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记者 王洪
旭）
“儿子刚出院，丈夫肺结核病加重又住院
了，医生说需做介入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近日，定安县雷鸣镇昌源村委会昌源村二队
的郭春容有些手足无措，病魔让这个原本就
贫困的家庭陷入困境，她希望社会好心人能
伸出援助之手，
保住丈夫的生命。
“他患肺结核 10 多年了，主要吃药治疗，
但近期病情加重，还咳出血来。”3 月份以来，
郭春容十分担心丈夫王开敏，因为他已两次
住院了。
14 日上午，记者在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
科病房见到了王开敏，
他还戴着氧气管，说两
句话就开始咳嗽、气喘，整个人也十分消瘦。
今年春节后，王开敏肺部感染严重，
他于

3 月 6 日到定安县人民医院治疗，住院 9 天后
有所缓解，医生建议出院回家休养，
但没多久
病情又加重了，
还咳血。
4 月 1 日，海南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
吴斌得知了王开敏的情况后，建议他到海南
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做进一步治疗，并寻求爱
心人士为其捐款。
“ 我们是 2016 年到定安雷
鸣镇义诊时，知道了他的孩子患地贫，并对这
个地贫家庭进行关注和一些救助。”吴斌说，
王开敏有咳血的现象，
这在医学上是咯血，
初
步判断病情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建议他赶紧
治疗。
2 日，王开敏到省人民医院感染住院治
疗。王开敏说，
他们一家三口都被疾病折磨，
儿子患地贫，每月需要输血，
其妻子郭春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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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的机动车也禁止乱鸣喇叭。如机动车在禁鸣区域
鸣喇叭的，海口公安交警部门将根据规定，处以罚款
50 元。
海口公安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自觉摒弃乱鸣喇
叭陋习，勿盲目跟风，以身试法。交警部门将持续加
强禁鸣路段的道路巡查，对在禁鸣路段乱鸣喇叭的机
动车进行严格查处。

8、高登东街与中山南路交叉口
9、南海大道与豪苑路交叉口
10、龙昆南路与海德路交叉口
11、长堤路与龙华路交叉口
12、龙昆南路与凤翔西路交叉口
13、大同路万国大都会路段
14、滨海大道与长怡路交叉口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南国都市报联合主办

灯

海口市区内 20 套乱鸣喇叭抓拍设备点
1、国兴大道—大英山西三路路口
2、人民大道海大东门路段
3、白水塘路与金福路交叉口
4、海口一中初中部转盘路段
5、丽晶路与港爱路交叉口
6、白龙南路与美舍路交叉口
7、海府路海口汽车东站路段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记者陈康）4 月 14 日上午
10 点 20 分左右，琼海市嘉积
镇官塘村的李先生在官塘天
来泉路段捡到一张身份证，
希望通过南国都市报帮忙寻
找失主。
李先生介绍，身份证上
的名字叫林壮桃，儋州市新
州镇新坊村委会人，由于无
法联系失主，只能通过南国
都市报告知林壮桃，如果需
要领取身份证可拨打南国都
市 报 琼 海 记 者 站 热 线
18889995552 联系。

有甲亢，跟他一样需要每月吃药、复查等；因
为生病，
干不了重活，
当地政府为其父子二人
办理了低保，靠低保维持生活，
“但老婆的户
口不在当地，所以没有办低保。”
“要先做介入手术救命，不然他们家中会
失去‘顶梁柱’。”吴斌表示，由于王开敏的家
庭实在困难，营养跟不上体质弱做手术风险
很大，因为没有钱，一家三口就打一盒盒饭
吃，
看到挺心酸的。
为此，吴斌也将王开敏一家的情况发给
一些身边的朋友和爱心人士，大家都纷纷献
爱心。
如有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愿意帮助
这 个 家 庭 ，请 拨 打 南 国 都 市 报 新 闻 热 线 ：
966123；或联系患者王开敏：15289839576。

开车乱鸣笛
海口交警曝光一批交通违法名单
近日，在西安的闹市区，两名小轿车驾驶人公然玩
起了“抖音”里的接头暗号，分别有节奏地发出了“嘀，
嘀嘀”的鸣笛声，这种新潮的接头暗号源自“抖音”小视
频，是抖粉接头的一种方式，在“抖友”里特别流行。但
是这两名驾驶人因连续鸣笛，被执勤交警处以罚款
100 元处罚。
不仅是西安市区禁止鸣喇叭，在海口市区道路上

快去认领你的身份证

15、海府路老省委路段
16、秀华路省人民医院路段
17、龙华路龙华小学路段
18、人民大道与海甸五西路交叉口
19、滨海大道与世贸北路交叉口
20、海秀路汽车西站路段

每周一出版

特邀主编：陈世清

乱鸣喇叭违法车辆
日期

机动车号牌

2018/4/6
2018/4/7
2018/4/6
2018/4/6
2018/4/8
2018/4/8
2018/4/8
2018/4/9
2018/4/9
2018/4/6

琼 A75F35
琼 A0D263
琼 A20H22
琼 A0AN10
琼 A5J559
琼 A8UN78
琼 ABR883
琼 A56911
琼 A285B6
琼 A186E6

“椰城交警”微信二维码

违法地点
龙昆南凤翔路
白龙南路美舍路
白龙南路美舍路
白龙南路美舍路
秀华路人民医院
人民大道海甸五西路
滨海大道长怡路
丽晶路港爱路
海府路海口汽车东站
人民大道海甸五西路

违法行为
乱鸣笛
乱鸣笛
乱鸣笛
乱鸣笛
乱鸣笛
乱鸣笛
乱鸣笛
乱鸣笛
乱鸣笛
乱鸣笛

扫码添加椰城
交 警 微 信 公 众 号、
海口公安交警客户
端和新浪微博二维
码，既可了解海口
公安交警最新资讯
动态，还可享受更
“椰城交警 APP”二维码 “椰城交警”新浪微博二维码
多便民服务。

（南国都市报记者 王燕珍 实习生 符小霞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林馨 钟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