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16日 16时许袁 该所
民警在博鳌火车站执勤时发
现一名 6岁左右的男孩独自
一人在站台玩耍袁 便上前进
行询问遥 原来男孩就居住在
博鳌火车站附近袁 因为家里
人都在忙袁 男孩就自己一个
人跑到火车站玩袁 趁车站工
作人员在检票时从出站口溜
进站台遥 于是民警将男孩带
到移动警务车上进一步了解
情况袁 并通过男孩提供的情
况联系到了他父亲遥
谁知道袁男孩父亲不但带

着一身酒气前来袁还对男孩独
自一人在火车站玩耍的行为
表现得毫不在乎袁称野自己跑
出来玩又怎么样嘛袁反正又不
会丢袁我那么忙哪有时间管他
噎噎冶

经民警的一番沟通教育
后袁这名父亲终于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袁并表示以后一定好好
管教小孩遥 琼海铁警提示袁现
在正值春运期间袁火车站客流
量将大幅度增加袁因此家长们
在出行时尽量不要让孩子离
开自己的视线范围遥

6岁男孩独自到博鳌火车站玩耍

父亲满身酒气来领人
还称“反正又不会丢”

当日下午袁 记者走访中铁悠岚湖
小区袁 据该小区 2号楼居民陈女士介
绍袁事情发生在 17日上午袁女孩儿跟
随父母前来 2号楼 8层换玻璃时袁不
幸发生意外遥
记者从视频中看到袁 在一个大铁

门附近袁 聚集了大量围观群众袁 视频

中袁有人说野是从楼上摔下来的袁快来
抢救冶袁随后袁救护车上走下来一男一
女两名医生袁同时袁有市民在一旁呼喊
让大家别过去袁都走开遥还有人说院野没
有氧气吗钥没有氧气吗钥 冶随后一名女
士回应道院野有啊袁上车遥 冶随后男医生
和一位男士尧 一位女士一起将坠楼者

抬上急救车袁视频中不时有哭泣着说院
野闺女呀浴 冶

17日下午三点半左右袁记者在中
铁悠岚湖小区的大门处看到袁 事发现
场拉着警戒线袁 周围路过的群众纷纷
看着现场在说些什么遥 在中铁悠岚湖
2号楼的 8层袁记者看到袁护栏处缺失

一块玻璃的地方袁已用木板堵上遥
据 2号楼居民陈女士介绍袁 因 2

号楼 8层过道的一块玻璃碎了袁17日
上午便有一对夫妻带着 4 岁的女儿
过来换玻璃袁不想袁却发生了这样的
意外遥
陈女士遗憾地说袁 小女孩就是从

8楼那没有玻璃的护栏处掉下去的袁
掉到了草坪上袁再弹下来到地面遥 120
急救赶过来的时候袁 小女孩儿的情况
很不乐观遥
记者从三亚市人民医院了解到袁

小女孩正在医院抢救袁 目前情况很
危险遥

据了解袁2013年 4月 27日袁 海南综
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儋州市三都镇西
照村委会老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袁 承包
该村野砍柴岭冶50亩土地作为黑山羊繁育
场地,承包期限 4年遥 2014年至 2016年
期间袁 海南综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杨某多次雇佣他人非法开采公司
上述承包地里的玄武岩矿石袁 并对外销
售遥 在此期间袁虽两次受到行政处罚袁但
杨某拒不停止违法采矿行为袁 继续开采
玄武岩并向外出售袁个人获取非法利益袁
并将部分非法收益直接转入公司另一股
东陈某的个人账户遥 2018年 6月 28日袁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刑事判

决袁以杨某犯非法采矿罪袁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袁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万元曰
依法追缴非法采矿犯罪的违法所得人民
币 165万余元遥
海南综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承包

地上因非法采矿遗留三个石坑袁 积水较
深袁存在人畜溺水的安全隐患遥 2017年 7
月 17日袁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将
该案作为全省首件公益诉讼案件立案遥
经专业机构现场测量和评估袁 海南

综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承包地因非法
采矿致使地质环境受到破坏袁 其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为 361万余元遥 二
分院于 2018年 3月 23日将该案向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袁 请求判
令被告海南综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被
告杨某应当对野一号坑冶野二号坑冶连带承
担地质环境修复费用 232万余元曰 被告
海南综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应当承担
野三号坑冶 地质环境修复费用 129 万余
元曰被告杨某尧陈某在被告海南综养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
时袁 应该在各自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
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遥

2018年 9月 14日袁该案在被告杨某
服刑的海南新成监狱开庭审理遥 法庭查
明了全部案件事实袁 并于 2018年 12月
29日作出判决遥

父母 8楼换玻璃女童不幸掉下去
事发三亚中铁悠岚湖小区 4岁女孩已被送医院进行抢救

一而再再而三非法采矿

海南一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被罚361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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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袁 定于 2019年 1月 30日 16时在本公司拍卖大
厅第二次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院

1尧位于中原镇博鳌机场安置区的博鳌机场六一村 15户
村民过度安置板房渊一期冤袁总建筑面积 1284.8m2袁参考价院
人民币 34690元曰

2尧位于中原镇博鳌机场安置区的博鳌机场六一村 15户
村民过度安置板房渊二期冤袁总建筑面积 1284.8m2袁参考价院
人民币 34690元曰

3尧位于中原镇博鳌机场安置区的博鳌机场六二村 15户
村民过度安置板房渊一期冤袁总建筑面积 2248.4m2袁参考价院
人民币 60710元曰

4尧位于中原镇博鳌机场安置区的博鳌机场六二村 15户
村民过度安置板房渊二期冤袁总建筑面积 2248.4m2袁参考价院
人民币 60710元遥
以上标的物按整体优先进行拍卖袁竞买保证金均为人民

币 1万元遥标的展示尧缴交竞买保证金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院
自见报之日起至 2019年 1月 28日 17时止遥
联系电话院渊0898冤66532003 66745877
联系地址院海口市大同路 36号华能大厦 21层 B座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渊第 190130期冤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谢佳宁 实习
记者 李欢 摄影报
道冤1月 17日中午袁
市民何先生向国际
旅游岛商报发来几
段视频并报料称袁
三亚中铁悠岚湖小
区一 4岁女孩从楼
上摔下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
明锋冤 1月 17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口
铁路公安处琼海火车站派出所了解到袁 一名 6
岁男孩因父母的疏忽袁 独自一人跑到火车站袁
并趁车站工作人员在检票时进入站台袁多亏民
警及时发现袁联系男孩父亲将其带回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铭纬 通讯员 刘正位冤日前袁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
院起诉的海南省首例民事公益诉讼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袁全部采纳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请求袁判决被
告杨某等人尧 被告海南综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因非法采矿受到破坏的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费用 361万余元袁同时向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支付地质环境修复鉴定评估费用 8.8万元遥

商报全媒体
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王辉
冤商报在 2018年
12 月 6 日报道
的国瑞西海田园
项目拖欠农民工
钱的一事袁 终于
又有新的进展袁
近日内工人将拿
到工钱遥

经英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立案调查袁 国瑞
西海田园项目园林绿化工程袁 发包方为海口国
厦新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袁 承包方为海南金
棕榈园艺景观有限公司袁包工头为李云峰遥 2018
年 12月 26日袁秀英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向海南
金棕榈园艺景观有限公司送达了叶劳动保障监察
调查询问通知书曳袁要求该公司核实确认吴至万尧
吴至团等 13名工人在国瑞西海田园项目园林绿
化工程项目中的工资额及发放情况等材料遥

2019年 1月 12日袁海口国厦新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尧海南金棕榈园艺景观有限公司尧包

工头李云峰三方达成协议并做好了结算袁工程总
款为 425.1658万元袁 尚有工程尾款 165.1685万
元未支付遥甲方海口国厦新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承诺只要乙方海南金棕榈园艺景观有限公司
在协议上盖好公章尧包工头李云峰签好名并把协
议送达甲方海口国厦新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袁
该公司就会在五个工作日内把尾款 165.1685万
元的 80%拨付到海南金棕榈园艺景观有限公司遥
海南金棕榈园艺景观有限公司称袁马上就会把协
议送到海口国厦新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袁并承
诺一拿到工程款就会马上支付农民工工资遥

野海口一工地承包方拖欠农民工工资 50多万冶事件新进展

“三方”做好结算农民工将拿到工钱

2018年 12月 19 日袁吴至万尧丁新灿等 13
人到秀英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称于 2018
年在海南金棕榈园艺景观有限公司承建的
国瑞西海田园项目中工作袁 目前还被该公司
拖欠 279115元工资遥 吴至万尧丁新灿等 13 人
投诉要求该公司支付 279115 元工资遥 秀英区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立案
调查遥

2018年 12月 24日袁李泽封来秀英区劳动保
障监察大队投诉称于 2018年 3月 10日至 2018
年 10月 10日在该公司承建的国瑞西海田园项
目中从事预算员工作袁 每月 9000元袁 总工资为
63000元袁已领取了 28000元袁目前还被该公司拖
欠 35000元工资遥 李泽封投诉要求该公司支付
35000元工资遥秀英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于 2018
年 12月 28日立案调查遥

三方达成协议并做好了结算

工资有着落！老爸不称职！

他们都被欠薪了劳动部门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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