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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恶心了 家门被涂粪泼尿

海口一大厦业委会主任把女业主告上法庭
南国都市报 9 月 13 日讯（记者 何慧
蓉）13 日下午，一起刑事自诉案件在海口
秀英区法院开庭审理。当事的双方是同一
大厦的业主，提起自诉的是业委会主任尹
女士，被起诉的是业主罗女士。
双方因小区电梯更换费用等起了纠
纷，罗女士便往尹女士家大门涂抹粪便、
泼尿，还在小区公示栏、业主交流群称尹
女士“多收几万元的电梯费进自己腰包”
等。尹女士称罗女士构成侮辱罪、诽谤
罪。法庭未对此案当庭宣判。

业委会主任家门被抹粪、泼尿
尹女士一家人住在海口。退休后，她
成了居住的大厦业委会的主任。因为大厦
更换电梯的事情，她与同样居住在该大厦
的罗女士产生了矛盾。尹女士称，因为罗

女士不愿意缴纳电梯更换费，业委会将罗
女士起诉到了法院。虽然后来和解，但罗
女士开始针对她一家开始“报复”
。
去年 11 月 7 日早上，一起抹粪事件让
双方的对立明朗化。当天早上，尹女士一
家在吃早餐的时候，闻到一股粪便的味
道。当家人推开大门准备去上班时，发现
自家的大门通道上、门上都有粪便，连锁
眼和纱网上都是。尹女士当即拨打 110 报
警。经派出所和居委会调查了解，罗女士
承认自己在当天早上将粪便涂抹在尹女士
家的门上。民警对罗女士进行了严厉批
评，罗女士也写下了保证书和认错书。
后来，尹女士在家门口装了监控。今
年 3 月 20 日晚，监控拍到了罗女士在其大
门和过道走廊上泼尿。再加上其他争执，
双方矛盾更加激化，尹女士决定向法院提

起刑事自诉。

女业主被诉侮辱、诽谤
尹女士在自诉状中请求法院惩处罗女
士诽谤、侮辱其的行为，要求罗女士向其
赔礼道歉，再到大厦走廊公示栏张贴赔礼
道歉书，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同时
赔偿其更换被污染的防盗门、清理粪便费
用共计 6000 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1 万
元等。
数天前，罗女士因该案被拘留。庭审
中，她承认自己朝尹女士家抹粪、泼尿，
并表示自己已经意识到自己这一行为是不
对的，愿意向尹女士道歉。但就如罗女士
在业主交流微信群中所“解释”的一样，
她表示自己抹粪、泼尿，在公示栏中贴
“情况说明”，称尹女士多收几万元电梯费

等行为都“事出有因”，是因为她要求尹女
士公布更换电梯账户等遭拒，她为了让公
安机关出面“查账”
，才会实施抹粪泼尿等
行为。罗女士的辩护人则表示，罗女士抹
粪、泼尿等行为属于触犯治安管理条例，
不构成侮辱罪，罗女士在微信群、公示栏
等发布“情况说明”等，也只是业主之间
的交流，是为了反映、解决问题，不构成
诽谤罪。
庭审中，尹女士一家提供了家门被泼
粪的照片、罗女士泼尿的视频、罗女士在
公告栏中张贴的文字、在微信中的语音等
证据，法庭组织了质证。双方针对罗女士
是否实施了尹女士自诉状中所指控的“犯
罪行为”，是否构成侮辱罪、诽谤罪等进行
了“交锋”。尹女士拒绝法院对该案进行当
庭调解，法庭未对此案进行当庭宣判。

这条路积水十几天变“臭水沟”

毒贩裆部藏毒
跨海峡运入岛

东方相关部门：征地受阻致排水管道铺设工程停滞

定安侦破一省级毒品目
标案件，抓获 18 名嫌疑人

南国都市报 9 月 13 日讯（记者 姚传伟）
13 日，东方市艳阳天，但在该市利民路三
巷位于东方市振华寄宿小学校外一段道路
上，还有百余米的积水，臭气熏天。
“从 9 月 1 日起，这里就一直有积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附近居民跟记者抱怨
说，“一天从早到晚与污水相伴，我和家人
实在无法忍受”
。
东方市市政园林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利民路三巷振华小学段比市政管道还
低，为了彻底解决这里的积水问题，按照计
划是要在这里铺设排水管道。“因为涉及到
一户居民的征地问题还没谈拢，导致排水管
道铺设工程停滞不前。”该负责人说，他们
已向市里打了报告，希望能尽快解决好征地
问题，加速排水管道的施工进程。

南 国 都 市 报 9 月 13 日 讯（记
者 王燕珍 通讯员金世奇 陈莹莹）8
月 27 日，定安县公安局经缜密侦
查，在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的指导
下，联合省港务公安局成功侦破一
宗省级毒品目标案件，共抓获涉案
嫌疑人 18 名。
定安县公安局在禁毒三年大会
战专项行动中获取线索，一谢姓男
子长期在海口、定安等地涉嫌贩卖
海洛因、冰毒等毒品，数量较大。
该局迅速将情况上报，经省厅禁毒
总队批准立案侦查，并联合省港务
公安局，共同成立以县委常委、公
安局长李忠山为组长的专案组，抽
调 60 余名精干警力全力侦办此案。
经过警方缜密侦查，以谢某为
首的贩毒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谢某
为林某、施某、邓某、冯某的贩毒
上线，负责出资和联系货源，下线
则遍及定安、海口、东方、陵水等
市县。该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
确，横跨琼粤两省，贩毒数量大，
交易频繁，长期把持海口及周边地
区毒品消费市场。
2018 年 8 月 26 日，专案组获
悉谢某与其情人田某等人前往广东
购买毒品，谢某于次日乘轮渡运回
毒品的重要情况，收网时机已经成
熟。专案组果断决定分成三个抓捕
小组，同时伺机收网。
27 日 16 时许，就在谢某携带
毒品从广东抵达海口南港时，专案
组民警迅速出击，成功抓获谢某，
当场从其裆部缴获毒品冰毒 29.78
克，查扣摩托车 1 辆。随后，专案组
民警趁热打铁，相继抓获谢某的同
伙田某，下线邓某、冯某等 10 余人，
缴获毒品、毒资、交通工具、银行卡、
手机等涉案物品一批。
至此，经过 2 年多的苦心经
营，以谢某为首的特大贩毒团伙被
警方彻底摧毁。
目前，涉案犯罪嫌疑人谢某、
邓某、冯某等 15 人已被警方刑事
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道路交通安全
三年攻坚战

南国都市报 9 月 13 日讯（记者王燕珍）9
月 5 日，在省治超办的组织下，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联合省安监局、省公路管理局等部门，
出
动 50 多人联合开展打击货车超载超限和非
法改装专项治理行动，海南交警当天首次启
用远程视频监控。全省交警部门积极开展联
合执法，联合交通、路政、安监等相关职能部
门开展“治超”专项整治行动，形成齐抓共管
的局面，
严查超限超载违法行为。

远程视频监控查超载
治理效果明显
9 月 5 日下午 3 时，
在福山加油站内，
执法
部门正在现场进行查处，虽然这里停满了超
载超限货车，但是车上的司机却不见踪影。
原来是有的超载货车车主收到消息有交警在
查车，
当即通知司机将车停在加油站躲避。
而这种情况，
也并不是第一次，
据执法交
警介绍，
在平时执法部门查处超载车时，
车主
和司机都会想尽办法，
躲避查处，
有时候甚至
还会拒绝配合。超载货车每次出动时，都会
有通风报信
“探路车”
，
这也给执法部门带来查
处困难。并且在检查中，交警部门也发现每

市民骑车经过利民路散发臭气的积水。 南国都市报记者 姚传伟 摄

我省积极探索科技治超

远程视频监控首次“上路”
辆车均存在加长、
加宽、
加高的非法改装情况。
“通过错时执法，
精确打击，
对超限超载运
输行为才能起到了强烈的震慑作用。
”
省交警总
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被查的超载车必须先将车
辆恢复原状，
消除违法后才能被放行。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打击行动
首次采用远程视频监控调度，设置临时指挥
部，通过高速公路和附近路段视频监控，
发现
超载车，及时调度沿线力量，指令 6 个小组拦
截查处，形成有效打击力度。
而自执法部门采用远程视频监控调度打
击超载车之后，更是起到了一定的成效。9
月 13 日，记者从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了解
到，从 8 月 1 日起至 9 月 12 日下午 17 时，全
省治理各类货车超载 1551 起，其中超载未达
30%的 959 起，30%到 50%的 53 起，50%到
100%的 92 起，100%以上的 447 起。另外，
查处非法改装 1153 起，未粘贴反光标志标识
907 起。

我省已查处 70 万余起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另外，据了解，
我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积

极联合多部门，以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为重
点，
以固定超限检测站和治超卡点为依托，强
化午间、夜间和周末、节假日治超力度，消除
盲区盲点，对超限超载、非法改装等违法行
为，
责令并监督违法行为人采取卸载、切割拆
解等改正措施。
为加快我省科技治超建设的步伐，省公
路局结合新时期治超工作实际，
积极探索
“科
技治超”
管理新模式，
日前在 G98 环岛高速公
路东线段和西线段各安装 1 套“非现场执法”
电子系统。在 3 个月时间里，
这两套电子系统
共检测违法超限货车 62408 辆，充分显示出
“科技治超”
强大力度。实现自动识别和精准
查纠，
减少路面检查频次，
提升执法效率。
为推动我省联合治超工作上新台阶，更
好做到“全省治超一盘棋”，近日，我省成立 3
个省级联合治超执法机动队，机动队开展工
作仅一周就查处货车超载 21 起、非法改装 12
起，
并对 12 辆非法改装车辆强制执行切割。
截至 9 月 10 日，
“ 三年攻坚战”以来，我
省共查处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70 万余起，
现场违法 25 万余起。其中货车超载 2436
起，
非法改装 2377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