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 渊记者 梁振文 通讯员 牛
雅惠 龙伟冤近日袁昌江法院对一宗寻
衅滋事案作出一审判决袁4名男子因
在公共场合无事生非袁 结伙持械随意
殴打他人袁致人轻伤袁被判构成寻衅滋
事罪袁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上遥

经法院审理查明袁 去年 10月 28
日晚 10时许袁符某 一尧符某二尧符某
三尧 符某四等人在昌江县石碌镇包厢
喝酒唱歌袁陈某尧林某等人在另一号包
厢喝酒唱歌遥当晚袁符某三和符某四向
陈某等人敬酒袁 陈某等人因不认识符
某等人而不喝遥 之后符某四人冲进包
厢内袁持械对陈某等人进行殴打遥陈某
挣脱逃离后袁符某一尧符某二等人逃离
现场袁 符某三尧 符某四当场被民警抓
获遥 经鉴定袁陈某尧林某轻伤遥

另有袁张某渊已判决冤与他人在昌
江县石碌镇文化公园合伙经营出租
溜冰鞋生意袁期间袁与另一经营户存
在竞争遥 某日袁张某听说摊点未按其
要求的价格出租袁遂让符某一等人召
集 20余人到文化公园袁 欲将该经营
户赶走袁甚至要求持刀入场遥随后袁符
某一等 20余人分别徒手尧 持刀棍驱
赶尧追打另一摊点的毛某等人袁但没
能追上遥此时袁保安王某二人劝阻袁符
某一遂拿砍刀将王某背部砍伤袁经鉴
定袁王某为轻伤遥

公共场合无事生非

持械打伤人
4名男子获刑

商报讯 渊记者 梁振文 通讯员 牛
雅惠 龙伟冤昌江法院近日审结一起因
恐吓对方而导致故意毁坏财物和伤人
的案件遥
据悉袁 林某是居住在石碌镇石新

村的农民袁当日被谢某尧崔某召集而一
同前往昌江核电站围堵与谢尧 崔二人
有生意竞争关系的郑某遥据了解袁当日
14时 30分许袁谢某尧崔某陪同昌江核
电厂中核二三公司后勤主管姜某吃饭
的过程中袁得知郑某欲从公司离开后袁
于当日 17时 30分许便召集林某在途
径昌江县海尾镇核电高速 8.8公里附
近处袁对郑某车辆进行拦截遥 随后袁三
人携铁锤尧 钢管等工具下车对郑某进
行恐吓袁并将其车窗玻璃砸碎尧拍打其
脸部遥后谢某被民警发现并制止袁崔某
和林某驾车逃离现场遥

经鉴定袁郑某车辆受损价值 4100
元袁谢某尧崔某到案后袁已赔偿郑某 3
万元袁取得郑某的谅解遥 最终袁昌江法
院以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林某有期
徒刑六个月遥

拦截恐吓他人
他被判 3年半

商报讯 渊记者 王辉 通讯员 梅哲
君冤昨日下午袁在团海南省委尧省青年
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和团海口市委的大
力支持下袁在美兰区委尧区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袁由共青团美兰区委投资建设尧
团中央配套设备支持的美兰区第一个
野关爱农民工子女要要要七彩小屋冶正式
揭牌启用袁 这标志着 230多名农民工
随迁子女有了一个陪伴成长的 野欢乐
小家冶遥
据了解袁 由共青团美兰区委在桂

林洋五一小学建设的美兰区第一个
野关爱农民工子女要要要七彩小屋冶袁以
关爱农民工子女为主题袁 结合学业辅
导尧亲情陪伴尧心里辅导尧权益维护尧素
质拓展等志愿服务行动开展结对帮
扶尧志愿关爱活动遥 下一步袁共青团美
兰区委将以野七彩小屋冶为阵地袁开展
野志愿美兰 关爱成长冶 系列活动袁以
野知心信箱冶尧野一对一冶互助尧爱心文化
游等多种形式探索农民工子女所思所
想所需袁 通过由特殊青少年亲自 野点
单冶 提出心愿和梦想袁 志愿服务团队
野上菜冶帮助圆梦袁再找合适的志愿服
务人员野一对一冶结队帮扶袁形成常态
服务袁助力青少年成长遥

章群告诉记者袁他是江西人袁在
18岁那年由于与父亲发生矛盾袁再
加上家里生活困难袁 他便一人来到
广州打工遥 在刚开始那几年袁章群还
和家里人联系袁 但渐渐地袁 十八年
间袁他四处漂泊以打零工谋生袁与家
人断了联系袁
章群说袁 自己在三亚待的时间

较长袁平时主要做建筑类散工袁一个
月下来能赚个两三千元袁 生活基本
过得去袁野我想过要找一份稳定的工
作袁 只是打长工被拖欠工资的经历
让我放弃了这个想法遥 我本来也没
有多少文化袁 后来有一次跟朋友打
工被拖欠了工资我就不想去干了遥
而且袁保安尧服务员这些岗位一个月
也就是 2000多元钱袁跟我打散工的

工资差不多遥 冶
今年 8月袁由于散工市场惨淡袁

再也没钱租房的章群在榕根社区一
处快被拆除的危房内安了身遥 让他
没想到的是袁8月 26日凌晨 3时许袁
住在 2楼的章群在起床小便时不慎
从二楼摔了下来遥 野当时大半夜的也
没有人袁我忍着痛爬到了马路上袁被
好心的市民看到后袁替我报了警遥 冶

野到医院检查袁医生说左腿的膝
盖和脚后跟都是粉碎性骨折袁 如果
不治疗的话可能会残疾袁 甚至会危
及生命遥 冶章群告诉记者袁在医院治
疗了十多天后袁由于没钱吃饭袁他自
己离开了医院遥 野医院说我这个腿要
治好的话袁大概需要 10万元的医疗
费遥 我已经十多年没跟家里人联系

了袁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来治疗遥 希
望社会爱心人士能够帮帮我袁 让我
把腿治好了袁自己能够养活自己遥 冶

当天上午袁 记者在解放路与交
通巷的交界处见到了章群袁 左脚脚
掌明显的肿胀袁行动不便袁只有下半
身穿有一条蓝色短裤遥
随后袁 记者拨打了报警电话袁章

群也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告诉了民
警遥 警方告诉记者袁章群的个人信息
属实袁 但具体亲属的信息还需要当
地公安部门帮助调查遥

三亚市救助站有关负责人表
示袁 如果章群愿意救助站可以协助
他返乡遥 如果他不愿意返乡袁救助站
也可以为他提供临时救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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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汉摔断腿 盼好心人救助
已离家 22年 面对 10万元医疗费他很无助

商报讯渊记者 吴静冤昨日凌
晨袁 海口公园内发生一起命案袁
一名男子被砍伤袁后送到医院经
抢救无效死亡遥目前警方已封锁
现场袁做进一步调查遥
据知情人介绍袁死者十五六

岁袁当时正和两名女子在一起聊

天遥突然有三名男子走过来对死
者进行殴打尧刀砍袁两名女子赶
紧跑去喊人求助遥但当两名女子
找到人来救命时袁已发现同行的
男子已倒在血泊中袁 被送到医
院袁经抢救无效死亡遥

3名男子案发后已逃离现场遥

对此袁负责此事的海口龙华区水
务局工作人员扶先生表示袁他们已经
随同海口市水政监察支队到现场查
看袁也多次和建筑方交涉遥 由于该项
目当初是向市水务局审批袁所以他们
已将相关事宜向市水务局反映袁做进

一步的处理遥
据了解袁海口市水务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袁目前正在进行西崩谭排洪沟
整治的前期准备工作袁但具体开工日
期尚未确定袁 对于记者反映的情况袁
他们将派员进行调查了解遥

“南洋风情街紧挨排洪沟”
市民认为占用防护堤土地 海口市水务局正在调查中

海口公园昨晨发生命案

一名未成年男子
被砍伤致死

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 通讯
员 邵 帅 陈 蕤 摄影报道冤10 月
19日上午 8时许袁海口边防支队
东营边防派出所查获一处吸毒
窝点袁抓获涉嫌吸毒人员 16人袁
缴获毒品冰毒疑似物 2小瓶袁吸
毒工具一批遥

据该所民警介绍袁他们在辖
区巡逻时发现袁在海口市灵山镇
东湖村委会一栋废弃民宅内有

人聚众吸毒遥 当日上午 10时许袁
民警见抓捕时机成熟袁 遂立即采
取行动袁 一举将正在吸食毒品的
16名嫌疑人抓获 渊其中 2 名女
性袁14名男性冤袁缴获毒品冰毒疑
似物 2小瓶袁吸毒工具一批遥

目前袁 东营边防派出所正在
对抓获的 16名涉嫌吸毒人员依
法作出处理袁 此案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遥

海口边防支队东营边防派出所

端掉吸毒窝点
抓获 16嫌疑人

商报讯渊记者 梁振文 冤近日袁有市民向商报新闻热线反
映袁 位于海口金垦路边的滨濂村集体用地环境综合整治方案
野南洋风情一条街冶在建设过程中袁占用临近西崩谭桥排洪沟防
护堤的土地袁影响了排洪沟的安全使用遥对此袁主导该项目的滨
濂村负责人陆先生表示袁该项目已取得完备的手续袁不过由于
设计时对排洪沟考虑不周袁 目前正在同相关部门协商解决此
事遥 海口龙华区水务局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扶先生也表示袁现
在已经调查了解此事袁也已上报市水务局做进一步处理遥

18日下午袁记者接报后袁来到该
项目工地看到袁该建筑目前已经建到
四层遥 而西崩谭桥排洪沟紧挨着该建
筑袁沿着排洪沟走袁记者看到该建筑
有部分直接挨着排洪沟袁 距离不到 1
米袁最远的有 3米左右遥

负责该项目的陆先生告诉记
者袁该项目已经向相关部门报建袁取
得了完整的建设手续遥随后袁其向记

者出示了该项目的相关报建手续袁
记者看到该项目的规划许可证等相
关证件遥

而对于有市民反映该建筑占用
排洪沟的问题袁其解释道袁该项目是
由设计院设计袁当时估计在规划设计
时袁未详细考虑到排洪沟的问题遥 不
过袁他们已经同海口龙华区水务局取
得联系袁目前正在商量解决此事遥

美兰区首个野七彩小屋冶启用
200余农民工子女
有了“欢乐小家”

银野南洋风情一条街冶紧挨排洪沟

银事发现场被拉起了警戒线

商报讯渊驻三亚记者 李碧微 摄影报道)昨日上午袁来自江西的章群向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反映袁称自己由于小便时不慎摔断
了腿袁现已离家 22年袁一直在外漂泊的他面对 10万元的医疗费表示很无助遥 他希望好心的市民朋友袁伸出援手袁帮他治愈腿伤遥

银章群左脚脚掌明显的肿胀

记者走访 西崩谭桥排洪沟紧挨着建筑

水务局回应 正进行排洪沟整治前期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