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你们过来看看吧浴我们村有人非法破
坏林地盖 300套房子袁几个月过去了袁有关
部门都没有管袁而且房子越盖越多袁越盖越
高浴冶日前袁市民向商报反映称袁他是万宁市
东澳镇明丰村委会南坡村外出打工人员袁
国庆回来发现个别村民涉嫌与外地老板非
法占用林地建房袁破坏生态袁希望有关部门
进行查处遥 目前袁东澳镇政府已介入调查遥

有人非法毁林建上百套小产权房？
村民院希望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万宁东澳镇政府院存在少报多建和毁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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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陈世
清 通讯员 林馨 钟玲冤2017 年 8
月 14日下午袁当事人王某渊男袁33
岁冤 驾驶一辆车牌为赣 CQ伊伊83
重型自卸货车在海文高速公路
渊文昌往海口方向冤行驶遥 当车辆
行驶至 11km+380m处时发生故
障袁于是停在第二车道内遥当天 17
时许袁王某的朋友杨某某渊男袁31
岁冤 驾驶一辆车牌为赣 CQ伊伊26
重型自卸货车赶到现场袁 欲将赣
CQ伊伊83 重型自卸货车牵引离
开遥 在牵引前袁两人就将相关警告
标志收起遥 正在此时袁侯某某渊男袁
28岁冤 驾驶一辆车牌为赣 CH伊伊

45重型仓栅式货车从后方驶来袁
直接追尾碰撞上赣 CQ伊伊83重型
自卸货车遥 赣 CQ伊伊83重型自卸
货车又因惯性作用袁 向前追尾赣
CQ伊伊26重型自卸货车遥 侯某某
在此次事故造成当场死亡遥

根据现场勘查尧 检验鉴定等
证据证实院 此事故的发生有以下
几方面原因院第一袁侯某某驾车未
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遥 第二袁王某
驾车严重超载袁 发生故障未迅速
报案袁 牵引前收起警告标识遥 第
三袁 杨某某违反规定在高速公路
牵引故障车遥 海口交警支队认定
侯某某尧王某尧杨某某承担事故的
同等责任遥

高速路上出故障
措施不当引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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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柯育超冤开车玩手机袁是不
文明的驾驶行为遥 近日袁海口交警
加大对海口道路交通乱象的查处力
度袁并根据相关法规袁对部分驾驶员
违规驾车的行为进行曝光袁 以此警
示驾驶员文明出行遥
据了解袁 此次曝光的机动车共

有 10辆袁 均为在 9月 27日驾驶机
动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袁根据叶道
路交通安全法曳第 90条尧叶海南省实
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曳 第 90
条第 5项规定袁 交警部门将处以罚
款 50元袁并记 2分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陈世
清 通讯员 林馨 钟玲冤驾驶机动车
上道路行驶袁应当随车携带驾驶证
和行驶证遥如果驾驶证不慎超过有
效期尧丢失或损毁袁是否可以继续
驾驶机动车钥海口交警在此为您答
疑解惑遥

根据叶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的有
关规定袁驾驶证在被吊销尧超过有

效期尧丢失尧损毁尧依法扣留和暂扣
期间是不允许驾驶机动车的遥

一尧 驾驶人在驾驶证被吊销
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袁 处罚款 1500
元的处罚袁 15日以下拘留袁 拖移
机动车遥
二尧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

期仍驾驶机动车的袁处罚款 100元
的处罚遥

三尧 驾驶证丢失期间仍驾驶

机动车的袁 处罚款 100元的处罚
并扣车遥
四尧驾驶证损毁期间仍驾驶机

动车的袁处罚款 100元的处罚遥
五尧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

驾驶机动车的袁处罚款 100元的处
罚袁并扣车遥
六尧驾驶证在暂扣期间仍驾驶

机动车的袁 处罚款 500元的处罚袁
15日以下拘留袁记 6分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近日袁海口市民
李先生向商报记者反映袁称其孩子
不肯乘坐在车辆后排袁是否可由家
里的大人怀抱着孩子乘坐在副驾

驶位钥
针对该情况袁记者咨询了海口

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袁 据其表示袁
机动车载人是有人数限制的袁如果
违法袁将会进行处罚遥 野根据叶道路

交通安全法曳 第四十九条规定袁机
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袁机
动车行驶证上都标有该辆机动车
核定的载人数量袁小孩也按一个人
计算遥 冶该负责人说遥

海口交警对部分驾驶员违规驾车行为进行曝光

司机开车打电话，罚 50元记 2分

存在这 6种情况，驾驶员不能开车

@司机，副驾驶位不可怀抱小孩

交通违法曝光栏
渊以下交通违法信息由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供冤

序号 日期 机动车号牌 违法行为 违法地点
1 2018/9/27 琼 A0EQ59 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海府路农业厅
2 2018/9/27 琼 A0HD25 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人民桥北
3 2018/9/27 琼 A0HY76 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蓝天路金银岛酒店
4 2018/9/27 琼 A113V5 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火车东站
5 2018/9/27 琼 A22C02 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人民桥北
6 2018/9/27 琼 A265V2 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琼州大桥东侧
7 2018/9/27 琼 A41148 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侨中隧道
8 2018/9/27 琼 A517U1 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高登东路
9 2018/9/27 琼 A5D552 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椰海大道靠近龙昆南路口
10 2018/9/27 琼 A663Q2 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滨海大道五源河桥卡口

南坡村坐落于东澳镇分洪坝边袁
环境优美袁 林地较多遥 当天下午 3时
许袁记者来到南坡村时袁大部分村民还
在午休中袁 只有不远处隐约传来敲打
声袁显得与此时的气氛格格不入遥由于
村里分叉路多袁 记者向一名路过的村
民问路袁村民才带记者前往一片林地遥
林地后面 是一个建筑大工地上 袁周边

没有提示牌匾遥 原来袁敲打声是从这里
传来的遥

商报记者在现场观察到袁 建筑工
地占地面积约二十亩袁 工地两侧的建
筑共四排袁有的已经盖到第三层渊钢筋
已绑冤袁有的盖到二层袁还有的第一层
正在盖袁中间的空地上堆着大量建材袁
数十名工人在其中忙忙碌碌遥 此外袁工

地周边还有着大片的树林袁 绿意盎然
的环 境明显被这些拔地而起的楼房煞
了风景遥

野这里以前是我们村的林地袁我从
小生活在这里袁 现在突然来了一群人
盖房子袁 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
事遥 冶看到有记者采访袁村民杨海渊化
名冤指着工地向商报记者这样说遥

野大好的林地都被砍了盖房子袁也
没和我们讲浴 冶杨海气愤地说遥 杨海告
诉记者袁该处以前种着不少小叶桉袁有
的树高有七八米袁有的树腰围有 30厘
米袁还有的是野生树种遥 可在今年 6月
初袁一颗颗绿意盎然的小叶桉被砍了袁
三四名不明身份的工人将这些树拉走
了遥后来村民打听得知袁毁林是准备建
房的袁 是村里以四个人的名义向镇里

申请建房的袁 但这四人都不在村中居
住也从未提过要建房子遥

杨海说袁 现在从他家的窗口望出
去袁工地上的情形一览无余袁被蒙在鼓
里的他同其他村民一样袁 不敢想象居
然有人毁林建房遥 有人发帖到网上说
这地方要建 300套房遥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说袁
现在全省集中打击 野两违冶渊违法用地

和违法建筑冤整治工作遥 是谁和外地人
联合以少报多建的方式袁 企图欺骗政
府袁蒙混过关袁甚至公开毁林 4个月袁
有关部门都没有给予坚决打击遥

野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无人机侦查袁
有卫片记录袁 可南坡村的林地被毁盖
房袁 这样下去确保绿水青山岂不是一
句空话袁 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能岂不是
失职钥 冶该村民说遥

随后袁记者拨通了南坡村村民
小组组长杨组长的电话袁约定在建
房工地了解情况遥

当记者对工地现场情形进行
拍摄时袁 一位中年男子喝止记者袁
自称是工地负责人袁上前询问记者
的身份和来意遥当他知道记者的身
份后袁脸现不悦神色袁不断地质问
记者袁 让记者提供爆料人的名字袁
扬言要野打死冶爆料 人遥

野你不说我也知道是谁遥冶该负责
人见记者不回答袁语气不善地表示遥
不久袁该村村民小组组长杨组

长来到现场袁一再要求要看记者的

证件袁看完记者提供的记者证之后
又三缄其口袁只是表示在该处建房
经过了有关部门的允许遥记者提出
要看相关证明时袁杨组长不耐烦地
说袁村民出土地袁别人出资金袁合伙
盖房有什么不妥遥这位杨组长是开
着电动车来到现场的袁在记者的整
个采访过程中不停游荡在周边袁见
到记者采访便上前干扰袁采访到他
时又远远避开袁有时和身边的亲信
低声用海南话交流遥 在现场袁还不
停地谩骂记者袁并说袁你记者多管
闲事袁手续你想看就能看吗钥说完袁
骑车扬长而去遥

东澳镇主管国土规划的黄副
镇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院经
核查袁 这块土地是南坡村的建设
用地袁 有 3600平方袁 林地有 600
平方遥 建房前袁 是村民小组以 4
户村民的名义袁向镇政府提出申
请的袁也得到镇政府的批准遥 野按
照 叶海南省农村居民建房指导
意见曳规定袁农 村居民每户划拨
宅基地不得超过 175平方米遥 可
今年 9月 18 日袁镇政府接到村民
的举报袁 反映这四户人家少报多
建袁镇政府就立即赶到现场调查袁
发现杨香某等四户人家确实存在
少报多建的问题袁而且建设的房
子疑似小产权房遥 针对这一问
题袁镇政府当即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袁并将现场情况准备上报万宁

市野六大整治办公室袁 冶至于毁林
的问题袁黄副镇长建议记者向万
宁市森林公安局反映遥

商报记者将这一情况向万宁
市森林公安局反映后袁 万宁市森
林公安局让记者和青皮林自然保
护区派出所王所长取得联系袁记
者三次致电王所长袁 王所长说他
10月 10日下午在市里开会袁没有
时间去调查袁答应 11 日上午去调
查袁可到 11 日中午袁王所长说他
在其他地方办 案袁 下午再去调
查遥 下午记者再次询问所长到现
场调查的情况袁 王所长说他还在
外面办案袁12日再到现场去遥对于
这片林地被毁袁王所长说袁他印象
中没有人报警遥 那么袁到底毁林情
况如何袁本报将继续跟踪报道遥

林地旁冒出建筑工地疑似小产权房

4个月过去林地被毁竟无人去查

负责人迟迟不提供证明

确实存在少报多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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