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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东澳南坡村民回村喝喜酒被人野围着打冶

受伤村民：举报村里违建遭到报复
“围着打”堂弟被打晕
回村喝喜酒被
商 报
全媒体讯
渊 椰 网/海
拔手机端
记者 魏铭
纬 摄影报
道冤野我因
举报同村
村民毁林
建小产权
房袁被报复
殴打了浴 冶
12 月 5 日
上午袁在海
南医学院
第一附属
医院 6 楼
的走廊里袁
躺在病床
上的杨扬
情绪激动
地表示遥 据
他称袁他回
村本打算
喝喜酒袁却
遭到同村
村民群殴袁
以致受伤
住院遥 到底
怎么回事钥
商报记者
对此进行
了深入了
解遥

杨扬是万宁市东澳镇明丰村委会南
坡村人袁 因工作在外甚少回村遥 12 月 4
日袁家中有亲戚结婚袁他为了喝喜酒特地
于当天赶回村里袁 可没想到却遭遇了一
场噩梦遥
野4 日下午两点左右我回到老家袁刚
坐下来和家人聊天不久袁 一伙人就冲进
来对我们进行殴打遥 冶据他称袁殴打他们
的人群十分蛮横袁 冲进家里不由分说就

对他们拳打脚踢袁 有的人手中还拿着钢
管和铁锹遥 他当时因为躲闪不及被打翻
在地袁打人者用脚猛踹他的身体袁头部也
挨了几拳遥
野那群人围着打我袁脑子被打得很晕袁
想挣扎从地上起来又被打倒遥 冶杨扬说着
揭开贴在腿上的创可贴给记者看袁 伤口
处已经结痂袁 明显是皮肤与地面接触留
下的擦伤遥 他告诉记者袁这是他被打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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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留下的伤口袁 他的家人亲戚也被打
伤袁堂弟杨国文甚至被当场打晕袁打人者
里还有人扬言要野拿刀砍死他冶遥 所幸后
面他爬起来袁逃离了那伙殴打他们的人遥
随后袁 记者从杨扬处拿到了他 4 日
入院时做的放射科 CT 检查报告袁 报告
的诊断意见上写着院 头颅 CT 平扫未见
明确异常遥 他告诉记者袁他的脑袋野到现
在还很懵冶遥

疑因举报违建遭报复 打人者曾求情
那么袁 是何人对杨扬和他家人实施
殴打钥 对此杨扬称袁打人者是以杨某某为
首的同村村民们遥 而之所以殴打他们袁很
可能是因为他曾举报杨某某将村里林地
卖给外地老板违建小产权房被有关部门
处理袁杨某某一怒之下进行的报复行为遥
而此前他与杨某某素无恩怨袁 两家也从
未有过纠纷遥
为了证实其判断袁 杨扬向记者展示
了一份面向万宁市委尧市政府的举报信袁
举报信上称杨某某把集体森林地 30 多
亩卖给内地老板建小权房产袁 大片砍伐

地面上的桉树和其他树木袁 后经商报在
10 月 12 日曝光后引起政府重视才下令
停工袁记者注意到袁该举报信落款为万宁
市东澳镇明丰村委会全体村民袁 日期是
2018 年 11 月 19 日遥
杨扬表示袁 他虽然没有参与过该举
报信的举报袁 但此前曾向纪委投诉过杨
某某的违建行为遥 而他认为杨某某正是
因为新闻媒体和这份文件对其违建行为
曝光后袁迁怒于他袁觉得是他从中阻挠坏
了好事袁 因此伙同村民对他进行报复殴
打遥 野他渊杨某某冤之前因为这件事还向我

求情袁 求我放他一马袁 给多少钱都没问
题遥 我说我做不到袁这事由政府说了算遥 冶
杨扬说袁野现在我被打了袁 从昨晚到今天
除了我的家人亲戚外没有其他人来看过
我袁在海南大力开展扫黑除恶的形势下袁
还有人敢明目张胆行此恶行袁 有关部门
是不是应该管一管呢钥 长此以往袁谁还敢
对黑恶势力进行举报呢钥 冶
杨扬还向记者透露袁 此前由于担心
回村被杨某某报复袁 他曾致电给东澳镇
委叶书记询问此事袁 叶书记表示镇里高
度重视袁让他安心回村遥

杨某某否认聚众报复 警方介入调查
商报曾于 10 月 12 日以叶有人非法
毁林建上百套小产权房钥 曳为题报道了
该村非法毁林建小产权房的事件袁随后
也连续以 叶追踪|万宁疑有人非法毁林
建百套小产权房 森林公安介入调查曳尧
叶追踪|万宁东澳镇非法毁林建房事件
引重视 政府要求承包者五个工作日内
拆除曳为题发表了后续报道袁系列报道
引起重视袁有关部门也承诺将对违建房

进行处置遥
那么袁究竟是不是因为这件事被曝
光后导致了此次杨扬被打钥 记者就此联
系到杨扬所称的打人者杨某某遥 杨某某
告诉记者袁他没有伙同其他村民殴打过
杨扬袁当地警察也来问过他此事袁他都
表示从未做过遥
6 日上午袁 记者联系到东澳镇委叶
书记询问此事袁他表示袁毁林违建的小

产权房将于 7 日上午拆除袁而此次打人
事件东澳镇派出所也已受理遥 但对于之
前让杨扬安心回村这件事袁他并没向记
者透露更多遥
记者随后又联系东澳派出所吴所
长袁他告诉记者袁该所确实受理了此案袁
不过目前仍在调查中遥
对于此事后续进展袁国际旅游岛商
报记者将继续关注遥

海口琼山重新划设
非机动车免费停放点标线

海口一工地承包方
拖欠农民工50多万元工钱
劳动监察部门介入处理

设立免费停车标识牌

100 多个农民工
被欠 50 多万元工钱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野我们组织人员抓紧时间施工袁 对府城街道辖区
内各主要路段的非机动车免费停放点重新划设
标线袁并设立免费停车标识牌遥 冶12 月 5 日袁海口
市琼山区府城街道办副主任王渊尤向记者介绍遥

重新划设非机动车免费停放点标线
当天下午袁记者走访了琼山辖区内的
中山路尧建国路尧新城路等路段袁发现多个
路段的免费电动车停车位已设立免费停
车的交通标识牌袁 且已划上白色的停车
线遥 在红城湖路袁记者看到海口祥珑交通
设施有限公司的 3 名施工人员正在安装
非机动车免费停放交通标识遥
野一些非机动车免费停放点原来也有
设立免费停车标识牌袁但由于设立的时间
比较长袁标识牌上面有些字看不清袁目前
我们组织人员完成对这些老旧的免费停
车标识牌进行翻新工作遥 在这个基础上袁
府城街道还计划在辖区内人员比较集中尧
密度比较大尧被市民举报有人强制收费的
非机动车免费停放点袁再安装 108 个非机

动车免费停车标识牌遥 目前袁府城街道已
在各个路段完成了部分非机动车免费停
车交通标识牌的安装遥 冶王渊尤告诉记者遥
对于免费非机动车停放点的重新划
设标线工作袁王渊尤表示袁由于府城地区
人员流动较大袁免费非机动车停放点停放
的电动车较多袁划设标线工作需等到晚上
11 点过后袁 停放点没有电动车停放时袁才
能开展遥 连日来袁他们组织施工队袁加班加
点开展划设标线工作袁目前该项工作基本
完成遥
记者了解到袁除了府城街道袁琼山区
凤翔街道尧国兴街道尧滨江街道三个街道
也开展了免费非机动车停放点重新划设
标线和设立免费停车标识牌工作遥

严打“圈块立杆”收费
针对市民反映的野圈块立杆冶收停车
费尧非机动车辆乱停乱放尧有人利用电动
车公共免费停车位强迫他人缴费等问题袁
琼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袁组织相关部门
开展停车场综合整治专项工作袁规范辖区
停车场和非机动车停放管理秩序袁解决人
民群众迫切关心的野停车难尧停车乱冶的问

题袁贯彻落实海口市委市政府以人民为中
心的城市管理理念遥
据 悉 袁 截至 12 月 5 日 袁 琼 山 区 在 开
展停车场综合整治工作中袁共拆除 18 个
违规停车场袁抓获一名涉嫌利 用 非 机动
车公共免费停车位强迫他人缴费的嫌
疑人遥

商报全
媒体讯 (椰
网/海 拔 手
机端记者
王辉 摄影
报 道 )12 月
6 日袁 在海
口市长滨路
海口市政府
办公楼附近
的 野国瑞西
海田园 1 号
工地冶上袁来
了 10 多 名
追讨血汗钱
的农民工遥
由于该工地
目前处于停
工状态袁工
人们找不到
人只能拨打
12345 进 行
求助遥

12 月 6 日上午袁记者在野国
瑞西海田园 1 号工地野上看到袁这
里已经修建了一些路面袁 搭建起
了木屋袁现场还有不少的工棚遥
农民工张先生告诉记者袁 他和
妻子在该工地种树一个月袁 到现在为
止两人的 5000 多元工钱都拿不到袁他
找到小包工头被告知袁 上面没有结算
给钱袁 所以没有钱给他们这些农民工
了袁他们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遥
现场多位农民工表示袁他们都是
在这个工地上干工的袁 主要是从事种
树尧 绿化以及填土方和硬化路面等工
作袁 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被拖欠了几千
元到几万元不等的工钱袁 眼看快要过
年了袁大家都没有钱回家袁实在不行袁
只能守在工地上过年了遥

针对现场农民工们反映的问题袁
其中一个班主陈先生说袁 他们在这个
工地上主要是负责种树尧填土尧绿化以
及路面硬化等工程袁现在被拖欠了 200
多万元袁 其中有 100 多个农民工的工
钱 50 多万元遥 另一个班主伍先生说袁
他到现在被欠了 58 万多元袁也多次找
到工地上来要钱都没有结果遥
木屋班主朱先生说袁他们在野国瑞
西海田园 1 号工地 野工地上准备要盖
两间木屋袁 之前盖好了一间因为手续
不完善被政府拆掉了袁 现在又盖了一
间袁 一个木屋的大概要 20 多万元袁但
是一共只付了 3 万 多 元就 没 有 下文
了遥 由于拿不到钱袁另外已经打好地基
的木屋也不敢施工了袁 一直处于停工
状态遥

劳动监察部门要求承包方负责人
12 月 7 日上午赶回工地处理
12 月 6 日临近中午时分袁海口市
秀英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冯文
带队赶到工地现场调查此事遥 冯文对
记者说袁 经过调查袁野国瑞西海田园 1
号工地 野开发商为海口国夏新现代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袁 园林绿化工程的承
包方为海南金棕榈园 艺景观有限公
司袁 劳动部门已经联系了承包方负责
人李先生袁 要求其赶回工地配合接受
调查遥

冯文表示袁 现场打通李先生的电
话后袁 李先生说他本人目前正在三亚
处理农民工被拖欠工钱的问题袁 劳动
部门已经要求李先生 12 月 7 日上午
赶回工地处理此事袁 同时劳动部门还
要求园林绿化下面各个班主袁 把工资
表做好袁结算单也要清理袁等李先生回
到工地后再进行对接袁 劳动部门再进
一步跟踪落实袁 肯定不会让农民工被
拖欠血汗钱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