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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男子凌晨驾车撞断道路隔离栏

车跑不了
司机“跑”了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消息（记者
王小畅）15 日凌晨零时，海口和平天桥附
近的住户突然听到“呯”的一声巨响，探
头查看发现一辆轿车横在路边，和平大道
中间 10 多米长的隔离栏被撞开，铁管散落
在路面上。
当天凌晨零时 15 分左右，南国都市报
记者赶到现场发现，肇事车辆是一辆日产
阳光轿车，车头受损严重，保险杠已经脱
落，车厢内的安全气囊全部打开。
现场有多名市民在围观，但却没有发
现司机。“他撞了护栏，下车就跑了。”一
名围观市民称，司机是一名男子，车上没

涉嫌逃
逸或被吊
销驾驶证

有其它乘客，也没有撞伤行人。
肇事车后方十多米远处，停着交警美
兰事故中队的警车，民警正在现场勘查。
“我们来的时候，司机已经不在车内
了。”现场一名许姓警官介绍，事故发生
后，附近辖区派出所民警向他们报警，他
们赶到现场时司机已经不在现场了，他们
查询车辆信息后联系车主，电话处于关机
状态。
该警官表示，该司机的行为涉嫌肇事
逃逸，他们查实后，将依法处扣 12 分吊销
驾驶证并罚 2 千元的处罚，如果情节严
重，还将并处行政拘留的处罚。
肇事轿车。

儋州驾考为啥考不了科目三？
交警说：
场地设备尚未就位，何时恢复不确定
南国都市报热线 966123 讯（记者 梁振
文）近来，儋州驾考牵动着不少市民的心，儋
州交警也加快建设步伐。目前，儋州驾考科
目一、四已经从 15 日开始接受预约考试。如
今，三个科目已经开始恢复考试，唯独科目三
没有动静。14 日，网友“海南梦”就在网上询
问，都快 2 年了，儋州科目三还是没有动静，
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能开考？对此，
儋州交警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目前尚未找到
合适场地，而且向上级部门申请的经费尚未
批复，
因此何时能恢复考试尚未确定。
网友“海南梦”在网上发帖称，从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全
面履行支队级（地级）车辆管理所工作职能，
负责办理本行政辖区内机动车登记和驾驶证
业务。因此，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应当根

据本地考试需求建设考场，配备足够数量的
考试车辆，独立开展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
场开展辖区考试业务。
“ 可现在都快 2 年了，
科目三考场还没建好。”该网友表示，如今儋
州广大考生还得前往海口灵山考场和定安黄
竹考场参加科目三的考试，费时费力，非常不
方便。而且考试名额少，如果考一次不通过
的话，
就得排队等半年才有可能预约得上，
才
有第二次考试机会。
市民王先生也表示，他已经交钱订车，并
在春节前就报名参加驾考。但至今科目三迟
迟不开考，这让他很恼火。
“儋州如今已经升
格成地级市，相应的配套措施也应跟上，
怎会
至今没有科目三考场？
”
儋州驾考迟迟不能开考，驾校受到的影
响也很大。
“如今光给学员解释不能考试的原

因，
还有安排考试就很头疼了。
”
儋州一家驾校
的负责人小木称，由于儋州没有设置科目三
考场，目前儋州的考生只能安排在定安的黄
竹考场，这个考场同时还担负其他市县考试
的考试，
所以每次预约都需要排队很长时间，
也影响了学员们的正常工作。
“由于科目三迟
迟未能开考，考生不仅天天投诉，还有不少即
将准备报名的学员流失到其他市县。
”他说。
对于市民的投诉，驾校的不满，
儋州交警
工作人员称他们也很无奈。
“其实我们早就向
上级部门打报告上去了，
但是迟迟不见回复，
我
们也只能干着急没办法。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设置科目三考场很早就提上日程，
但由于各
种问题，至今未能租用到合适的场地设置考
场。甚至主要的经费问题，上级部门也至今
未答复，
因此何时能恢复考试，
他们也不清楚。

屯昌一村民连续多年口头申请低保无果
当地政府：
初步调查符合低保申请资格 正等待审核
南国都市报 966123 讯（记者李梦瑶 文/
图）
“我就不明白，
办个低保咋这么难？
”
日前，
来自屯昌县新兴镇新兴居委会昌头园村村民
习茂友拨打南国都市报屯昌（琼中）记者站新
闻热线 18889921116 反映称，他因家庭困难
想向政府部门申请低保，可从 2015 年申请至
今一直没有回音，
让他郁闷不已。对此，新兴
镇政府及新兴居委会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前
几年并未收到习茂友的书面申请，目前经过
走村入户调查已初步确定他符合低保申请资
格，具体审批将在 5 月底完成。
记者了解到，由于家庭条件困难，51 岁
的习茂友至今没有成家。自 20 多年前父母
去世后，他便一直独自住在一间低矮的石头
瓦房里，平日靠着在工地上打零工度日。虽
然家中还剩 100 多株槟榔树，可一直在外务
工的习茂友没空打理，以至于没能产出什么
效益。

原本日子还能凑合着过，可 2013 年的几
次台风和暴雨过后，
习茂友居住的石头瓦房开
始出现大面积坍塌。5月15 日下午，
记者来到
习茂友家中看到，
由于常年无人打理，
如今房前
屋后已长满杂草，几面墙均有不同程度的损
毁，屋顶更是如开了天窗般整个被掀空。
考虑到无力承担近 10 万元的维修费用，
他只能搬至哥哥家借住。
“ 可哥哥早就成家
了，一家四口人本来就不够住，我现在和侄子
挤在一个房间里睡，时间长了也不太合适。”
习茂友告诉记者，从 2015 年前后他便开始拿
着材料不断折返于当地镇政府、居委会及县
民政等多部门，
可低保至今都还没办下来，
质
疑相关部门不作为。针对习茂友的质疑，分
管昌头园村工作的新兴居委会干部习茂平则
予以否认。
“我知道他家的情况，但他之前一
直只是口头申请，
没有递交过书面申请材料，
我们也没办法帮他申请。
”

微信付车费失败生口角

男子打司机被拘

南 国 都 市 报 热 线 966123 讯
（记者 孙学新 通讯员 罗佳）近日，
一
男子酒后打的，
用微信支付车费给司
机，
因支付失败而发生口角，男子随
后殴打司机，并损坏出租车右后视
镜。目前，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依
法对违法男子处行政拘留并罚款。
5 月 9 日 7 时 21 分许，友谊派
出所值班民警接到报警称，在天涯
区金鸡岭社区路口有人发生纠纷。
接报后，派出所民警及飞鹭支队驻
所队员立即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经调查，5 月 9 日 7 时许，违法
行为人解某强在 KTV 喝酒玩通宵
后，乘坐出租车到金鸡岭社区，上车
后便睡着。到下车地点，出租车司
机张师傅叫醒解某强，让其付车费，
解某强用手机微信扫码支付，但张
师傅未看到转账成功，解某强解释
说 3 分钟后就到账，
便下车要走。张
师傅喊住解某强，要求钱到账才能
走，双方因此发生口角，不料解某强
一拳将车右后视镜打坏，又走到驾
驶位附近，
动手拍打张师傅后脑勺。
目前，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
依法对解某强处行政拘留 20 日，并
处罚款 500 元。

家门口挂八卦镜引来邻
里纠纷

儋州一男子

打邻居鼻子骨折获刑
习茂友身后是他居住的危房。
与此同时，新兴镇负责低保审核的工作
人员周才全则表示，今年在收到习茂友的低
保申请表格后，镇里已经派人进行了进村入
户调查，
初步确定他符合低保申请资格，但由
于审核工作需分批次进行，预计将在 5 月底
完成审核工作。
“之前由于沟通不畅这才造成
了误会，
希望习茂友能耐心等待。”

南 国 都 市 报 热 线 966123 讯
（记者何慧蓉）因为家门口挂八卦镜
的问题，儋州两对门邻居起了纠
纷，后来动手打起来。蔡某将人鼻
子打成骨折，因犯故意伤害罪，他
被 儋 州 法 院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10 个
月，缓刑 1 年。法院同时判决蔡某
赔偿受害人赵某医药费、误工费等
共计 1 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