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数字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吴海青 翁菖海冤17日上午袁省
森林公安局尧 省港务公安局在省港务
公安局办公楼会议室共同签订涉林警
务合作协议袁并部署开展自 6月 17日
起袁至 9月 17日止袁为期 3个月的涉
林联合专项打击行动遥

据省森林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袁为强化对海口秀英港尧新海港两大
港口辖区内及周边森林资源的管控袁
严密防范各类木材和野生动物非法进
港出岛袁根据协议安排袁每年双方将适
时开展为期 3个月的涉林专项打击行
动袁以省森林公安局牵头袁警力由省港
务公安局尧 海口市森林公安局抽调组
成袁重点打击偷运风景树过海尧非法运
输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及其制品尧 非法
运输木材和非法运输尧 携带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等违法犯罪行为遥

商报讯(实习记者 张萌 通讯员 亚
春明 何宁)12日凌晨 3时 8分袁 海口
港码头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该辖区
内群英宾馆有 2人坠楼袁 造成一死一
伤遥 经确认袁死者李某伟尧伤者林某敬均
为万宁和乐镇人袁 经对死者和伤者尿液
检测袁2人均有吸食毒品的行为遥
警方从现场勘查发现袁 确认出事

地点为群英宾馆 825房间袁 并在该房
间内发现吸食毒品的工具袁 事因林某
敬利用他人身份租赁小轿车后袁 通过
购买伪造的该车假机动车登记证和其
假身份证袁将车辆抵押借款袁随后因无
钱续租小轿车导致事情败露袁 使其车
辆被租车公司追回袁 并被借款人追上
门袁 在其同一房间的李某伟以为是警
察查房选择跳楼逃跑袁 后林某敬认出
进门是债主等人来催债后袁 也选择跳
楼袁事后造成一死一伤事故遥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 通讯员 刘波冤商报
记者从 6月 18日举行的海口市环卫系统举
办野创卫冶及病媒生物防制业务培训讲座上
获悉袁针对主要道路摆放垃圾桶过多且加之
管理不到位袁直接影响了病媒生物防制效果
的问题袁海口市环卫局将取消主要道路两旁
的大型垃圾桶袁改由电动保洁收集车巡回收
集的方式收运垃圾曰对沿街店铺尧居民聚集区
产生的垃圾采取定时定点摇铃上门收集袁确
保垃圾不落地袁快收快运遥

据海口市环卫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袁目
前袁海口全市垃圾桶点由于管理不善袁成了
病媒生物防制的主要扣分点袁现在根据工作
进展袁逐步调整管理模式袁安排电动保洁尧收
集车袁每天定时在原来的收集点等候袁确保

市民投放垃圾方便遥这种保洁收集车车厢是
密闭防渗漏的袁机动性强遥 现在的方式只是
改变了收运工具袁并非改变收运地点袁也不
会给市民带来不便遥

该负责人表示袁 取消道路两旁垃圾桶尧
改由保洁收集车巡回收运垃圾的做法袁现阶
段将主要是在海口城区一二级主干道先推袁
小街小巷今后逐步调整遥 具体收运时间各环
卫 ppp单位正在做方案袁方案将在下周出来遥

野此次取消的只是路边那些绿皮垃圾
桶袁路边果皮箱并不调整遥冶针对市民可能出
现的疑惑袁该负责人解释道袁此次调整将要
求各单位尧 小区垃圾桶必须放进自家院子
里袁做到垃圾送进单位小区的收集点袁不出
门袁源头把控遥

针对李先生夫妇提出的赔偿要求袁中铁二局五公司项目部
何副经理表示袁当时事情发生后袁他们施工单位立即到现场处
理袁 提出李先生的受伤到医院检查治疗费用他们全部负责袁汽
车损坏拉到 4S店进行维修也由他们全部负责遥 但是李先生拒
绝到医院检查治疗袁其汽车如今已经全部修理好遥

何经理说袁 在施工安全防护方面他们采取非常严密的措
施袁并表示他们今后在施工中再加强防护遥 至于李先生提出的
8万元精神损失赔偿袁他们最多同意赔偿李先生 1万元遥 如果
双方不达成一致袁他们会要求公安部门介入协调袁如果还协调
不了袁只好就请李先生走司法程序遥

商报讯渊实习记者 张萌 柯育超冤6月
16 日晚袁野承诺与兑现要要要2016 年党风
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冶 电视直播现场
曝光了非法中介(俗称野黄牛冶)买卖驾驶
人记分现象遥 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立
即行动袁制定措施迅速整改袁并将涉及非
法中介活动的人员移交属地琼山公安分
局依法查处遥 目前袁已有 3名涉事人员被
处以行政拘留 10日尧并罚款 200元的处

罚遥
6月 18日袁 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

铁桥派出所对电视直播视频中曝光的非
法中介买卖分行为依法开展调查遥 截至
目前袁 王聘才 (视频中出现的胸前佩戴
野028073冶标志的人员袁系琼北车管所保
安袁隶属海南警盾安保有限公司)尧吴育宁
(戴草帽着协警服装尧 没佩戴标志的工作
人员袁 系海南省通安机动车安全检测有

限公司保安)尧张某鑫(保险公司派驻琼北
车管所便民服务区代办人员)等 3人介绍
野黄牛冶买分卖分违法事实存在袁琼山分
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袁 分别对上述 3人
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尧 罚款 200 元的处
罚遥

同时袁 对视频中反映的其他涉事人
员袁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协调琼山公安分
局正进一步调查袁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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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大胆浴 与野黄牛冶串通买卖驾驶人记分

车管所 3“内鬼”被拘 10日罚 200

叶钢管从天而降穿透车 车内 4人吓呆曳后续

车主索赔 8万 工地只肯赔 1万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冤距 6月 3日商报报道叶钢管从

天而降穿透车 车内 4人吓呆曳已有半个月袁但是回忆起当时钢筋
从天而降穿透汽车袁坐在汽车正副驾驶座位的李先生夫妇惊魂未
定遥 6月 19日袁李先生夫妇来到南大桥底下的海秀快速路项目工
程指挥部袁找到建设单位中铁二局五公司提出精神损失赔偿遥

6月 2日下午下班高峰期袁 李先生
正驾驶车辆在海口市龙昆路南大桥下
行驶袁海秀快速路施工现场一根钢管突
然从天而降袁 穿透挡风玻璃插到车中
间袁车上四人都吓得呆住了袁所幸四人
都没有生命危险袁只是驾驶员李先生有
点擦伤遥

当日下午 5时 10分袁 家住海口市
南沙路广昌花园的李先生夫妇与朋友
和朋友 9岁的女儿一起准备出门遥 约 5
时 30分袁 李先生驾驶自家别克凯悦小
汽车拐进龙昆南路南大桥底下袁由于红
绿灯通行缓慢袁李先生就跟随车流把车
停在桥下等红绿灯袁就在车刚停下的一
刹那袁 一根约 3米长的钢管从天而降袁
穿透前挡风玻璃袁 直插至车前座的中
间遥 李先生左手被迸飞的玻璃割伤袁右
腿也被砸出大块淤血袁李先生妻子叶女
士和朋友都吓傻了袁朋友 9岁的女儿愣
了几秒就开始哇哇大哭起来袁哭嚷着要

下车遥 来来往往的人群也被眼前的一幕
惊呆了遥
李先生与叶女士平复一下心情袁赶

紧把朋友的女儿抱下车袁并让朋友带女
儿先回家袁随即便报警遥 交警回复称这
属于意外事故袁应与施工方进行协商遥

这时袁桥上施工的工人也因为掉下
的钢管紧张不已袁并立即拨打了施工方
负责人的电话遥

6时 10分左右袁海秀快速路项目施
工方负责人到达现场袁施工工人帮李先
生把车开到项目部内遥 施工方表示将赔
偿李先生修挡风玻璃的款项遥 惊魂未定
的叶女士则坚持表示施工方应负一定
安全责任遥

野如果当时经过的是电动车袁安全
隐患更大了袁我现在还吓得吃不下饭遥 冶
当天晚上 8时 40分袁 叶女士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袁还没从刚刚的惊吓中缓过神
来遥

经过了半个月压惊袁李先生夫妇倒
回头提出要求精神损失赔偿袁按照当时
车上 4个人每人 2 万元赔偿共计 8 万
元遥
昨日上午袁李先生夫妇和当时坐其

车上的朋友及孩子袁来到海秀快速路中
铁二局五公司办公室袁 提出自己的诉
求遥 李先生说袁自从发生这起事故后袁他

们一家经常没有睡好袁每每想起这一幕
非常害怕袁特别是朋友的小孩袁一说从
桥底经过就害怕袁造成心灵有阴影遥 他
们不是在敲诈袁而是根据综合当时车上
4个人受影响来决定袁 谁也不想发生这
一幕遥 李先生认为袁为什么会掉下钢管袁
主要是施工单位没有做好安全防护措
施导致的袁他们要负起安全生产责任遥

天降钢管穿透汽车车内 4人吓呆

车主 要求赔偿精神损失 8万元
施工方 精神损失赔偿最多 1万元

海口将取消主干道两旁大型垃圾桶
改由保洁车收运垃圾袁对沿街店铺尧居民区采取定时定点摇铃上门收集

债主追上门袁以为警方查房

涉毒人员逃跑
坠楼一死一伤

我省森林尧港务公安

打击港口口岸
涉林违法犯罪

东方野春雷行动冶显成效

查扣 800多辆
非法营运车辆

商报讯渊驻东方记者 吴平冤商报
记者从东方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袁自野春
雷行动冶开展以来袁东方市共查扣非法
营运电动三轮车尧 两轮摩托车及小轿
车 800多辆袁 非法营运行为得到有效
遏制遥
据了解袁野春雷行动冶开展以来袁纠

正劝导各类违章经营行为 9500余起袁
暂扣违章经营工具 渊车辆冤409辆袁各
类占道违章物品 1917件袁拆除占用公
共绿地广告牌 47块袁市容环境得到有
效管控遥查处无证驾驶尧改装尧加胎尧违
法载人等违法违章农用车 325辆袁暂
扣农用车 5辆袁农用车管理日趋规范遥

惊魂

银 事发现场钢管穿透车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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