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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八灶村集体财产“蒸发”一半？
村民院集体财产莫名变更为时任村干部亲戚朋友名下的野囊中之物冶
时任干部院被误会了袁是为推动棚改工作 街道办院历史原因建议走法律途径
叶坚挺 3 年海口最牛野钉子楼冶拆了曳后续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野我
们已查明八灶村集体财产有 20
处袁可这 20 处集体财产中袁有些
被时任村干部通过棚改袁将这些
集体财产莫名变更为亲戚朋友
名下的耶囊中之物爷袁有的还卖给
外来人员袁 对此村民们意 见很
大袁给辖区滨海街道办尧居委会尧
龙华区政府等部门反映袁收效甚
微遥 冶4 月 14 日袁龙华区滨海街道
办八灶村的村民向国际旅游岛
商报新闻热线反映遥 对此袁滨海
街道办工委书记蔡汪在接受商
报记者采访时说院野有些集体财
产袁 已经明确表示是集体的袁有
些则由于有历史遗留问题袁建议
走法律途径解决遥 冶

道客路建好啦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
报道) 4 月 15 日 20 时 袁 国
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回访海
口市琼山区道客路看到袁随
着现场工作人员打开道客
路的施工围栏袁被野钉子楼冶
占据一半的路面恢复通车袁
标志着道客路完全建设好遥

村民反映
记者接报赶到现场袁 村民们指
着一个房地产项目前面的一块土地
说袁这里原是一排 12 间铺面袁时任
村干部只承认一间是村集体的袁其
他都变成私人财产遥
村民陈雷财指着玉河路上的一
块土地说袁这里原来是村里的 12 间
铺面并对外出租袁可棚改后袁时任村
干部只承认 5 间面积最小的铺面是
村集体的袁 其他的都成了时任村干
部亲戚朋友的囊中之物遥三年来袁村
民一直向龙华区政府尧滨海街道办尧
居委会等反映袁 但一直没有解决遥

在工地铁皮围栏上袁 村民们指
着八灶村集体财产去向明细表列出
的 20 大项说袁村民们发现有一半落
入时任村干部尧亲戚尧朋友的名下袁
身份莫名野易主冶遥
年已八旬的吴家滨说袁野我记得
很清楚袁村里老人之家尧老爸茶店尧
土地庙等袁是村集体财产袁可不知道
怎么回事袁这些都成为私人财产遥村
里原安排一名老干部住在土地庙
里袁可村民们发现土地庙拆除后袁政
府补偿的 23 万多元袁却被时任村干
部花完袁其明细也没有张榜公布遥 冶

时任干部
4 月 15 日上午袁记者电话采访
了时任村干部蔡少忠袁他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院野我作为原来的村干
部袁也是懂法的遥 之所以出现老人
之家的集体财产放在个人和另外 2
名干部名下袁是因为当时棚改时间

街道办
蔡汪书 记在 接 受 记者 采 访 时
说院野村民反映的这些问题袁其实已
经很久了遥 前几天袁海口市尧龙华
区尧 街道办的相关部门的领导袁还
专门和这些反映 问题的村民进行
了座谈袁了解了村民的诉求袁并提

(上接 A5 版)

村集体财产有一半流失
现任八灶村老人之家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林芳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袁村民们反映的这些问题属实袁他
们也调取了很多资料袁 有村里历年
账簿尧铺面上交的不同时期的税票袁
还有政府批门面的有关文件袁 还查
实了属于村集体财产的一些明细袁
时任村干部通过前几年八灶村的棚
改袁将属于村集体的财产袁有的已转
到时任村干部的名下袁 有的置换成
商铺袁还有的转成商品房袁有的要了
现金遥

为推动棚改，
已给村民多次解释

紧袁为了不影响棚改工作袁考虑到村
里没有账户袁就把村集体财产老人
之家放在时任村干部名下袁并做了
书面承诺和张榜公示袁也到居委会尧
街道办存档遥 村民反映的很多问
题袁有些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袁土地是

集体的袁建筑物是个人的遥 现在村
民有意见袁我已向村民多次解释袁也
给居委会尧街道办做了解释袁让尽快
把登记在时任村干部名下的集体财
产更名到街道办或居委会遥 我已经
被村民误会了袁希望还我名誉遥 冶

有些历史问题建议走法律途径
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遥 村民反
映的问题袁有些财产已经当场给村
民做了说明袁 有 些 则 是 时任 村 干
部为了推动棚 改 工作袁 考虑到村
集体没有账户 袁 就 把 集体财产老
人之家登记在 3 名 原 来 村 干 部 的

81. 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支持中国渊海南冤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的若干意见曳指出院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通过经济
特区商事立法形式大幅推进渊
冤登记制度改革遥
A.自愿申报
B.自行申报
C.自主申报
82. 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支持中国渊海南冤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的若干意见曳中明确指出院继续支持海南自贸试验
区研究构建渊
冤标准体系遥
A.环保
B.生态
C.绿色
83. 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支持中国渊海南冤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的若干意见曳中明确指出院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积
极探索符合自贸区建设的信用评估和渊
冤制度袁鼓励
失信主体通过主动纠正失信行为尧 消除不良社会影响
等方式修复信用遥
A.信用恢复
B.信用保护
C.信用修复
84. 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支持中国渊海南冤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曳中明确指出院支持海南自贸试
验区开展外国渊地区冤企业渊
冤试点改革遥
A. 快速登记
B. 直接登记
C. 定点登记
85. 叶交通运输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
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实施方案曳指出院
充分发挥海南区位尧资源优势袁支持邮轮企业以渊
冤尧
港澳台等航线为重点袁开发运营涉及三亚尧海口邮轮港
的邮轮航线产品遥
A.东南亚
B.新马泰
C.港珠澳

名下袁但做了承诺袁也到居委会尧
街道办做了存档遥 至于村民反映
的其他集体财产 流失问题袁 由于
有不同意见袁加上年代久远袁政府
部 门 也无法 确 定 到 底 是 谁 的 袁 建
议走法律途径解决遥 冶

86. 叶交通运输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实施方案曳指
出院指导海南高标准尧高定位尧高起点编制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渊
冤发展规划袁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规
划袁加快构建适度超前尧互联互通尧安全高效尧智能绿色
的综合交通网络遥
A.中期
B.中长期
C.长期
87. 叶交通运输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实施方案曳指
出院以机场尧港口为重点袁着力打造海口尧三亚等渊
冤
交通枢纽袁加密直达全球主要客源地的国际航线袁提升
辐射能力和服务范围遥
A.立体
B.综合
C.多维
88. 叶交通运输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实施方案曳指
出院对注册在海南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袁取消外资股比
不超过渊
冤的限制袁在海南率先实现国际海运领域全
面对外开放遥
A.49%
B.50%
C.51%
89. 叶交通运输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实施方案曳指
出院积极支持并配合有关部门袁探索开展航运期货尧运价
指数衍生品交易等服务袁创立有国际影响力的渊
冤运
价指数体系遥
A.野一带一路冶
B.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冶
C.野海上丝绸之路冶
9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叶支持海南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事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实施意见曳指出院支持
海南借鉴国际工伤保险制度的先进经验袁 加快完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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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袁2017 年上半年袁 海口市
琼山区道客路早已经建成通车袁 然而
在道客路的中间路段袁 有一栋 8 层高
楼成了野钉子楼冶袁占去路面一半袁过往
电动车和行人只能走在机动车道上袁
给过往的车辆带来极大的交通隐患遥
今年 2 月 20 日袁野钉子楼冶开始拆除工
作袁之后完善道路施工袁4 月 15 日袁道
客路完全建设好袁 有效缓解周边的交
通压力袁方便市民出行遥
近两个月来袁 商报及时跟踪报道
野钉子楼冶的拆除以及道客路完善施工
工作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袁也赢得读者
好评遥 2 月 20 日袁以叶野钉子楼冶占据了
道客路一半路面 海口琼山区棚改办
正将其拆除曳为题袁报道了当天上午袁
占据海口市琼山区道客路一半路面的

澄
迈

8 层楼高野钉子楼冶开始被拆除的事曰2
月 24 日袁以叶占用半幅车道影响交通
海口市琼山区这个野最牛钉子户楼冶终
于拆了曳为题袁报道了当天 10 时占据
海口市琼山区道客路南侧半幅车道尧
坚挺 3 年尧号称海口最牛野钉子楼冶的
道客公寓轰然倒塌的事曰3 月 12 日袁
以叶海口市琼山区野钉子楼冶拆除后续院
清渣工作已经完成曳为题袁报道了当天
野钉子楼冶拆除后现场的清渣工作已经
完成的事曰3 月 20 日袁以叶道客路施工
方开始完善道路施工曳为题袁报道道客
路开始完善施工的事遥
据介绍袁道客路全长 518 米袁路幅
宽 40 米袁位于海口市大英山片区袁东起
南宝南路延长线袁整体贯穿道客社区袁
西接海口市主干道之一的龙昆南路遥

摩托与农用车相撞
两名少年一死一伤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柯育超冤 野发生交通事故了袁两
名少年不同程度受伤袁 其中一名倒在
路旁的水田里袁一动不动遥 冶15 日袁李
先生向商报记者报料袁 称在澄迈长安
镇海仔村委会附近路段发生一起交通
事故袁 一辆农用车与一辆摩托车发生
碰撞遥
记者从李先生提供的三段视频中
看到袁一辆摩托车倒在路旁的水田里袁
摩托车旁躺着一名少年袁一动不动遥在
另一段视频中袁 一辆四轮农用车停靠
在路旁袁 一名中年女子抱着躺在水田
里的少年失声痛哭遥 事故引来了不少
村民围观袁 交警接报后也迅速赶到现
场疏导交通和调查取证遥

伤预防尧补偿尧康复野三位一体冶制度体系和服务体系建
设遥 支持海南探索建立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
度袁化解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事故风险遥 支持海南启
动渊
冤项目建设遥
A.野中国渊海南冤技能人才综合发展基地冶
B.野一带一路冶青年创新创业合作示范基地冶
C.野中国渊海南冤康复中心冶
9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叶支持海南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事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实施意见曳指出院指导
和支持海南以部省名义举办 野中国 渊海南冤 人才交流
会冶袁自渊
冤年起定期举办遥
A.2019
B.2020
C.2021
9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叶支持海南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事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实施意见曳指出院支持
海南建立渊
冤的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信息系统遥
A.全国共享
B.全岛共享
C.全省共享
9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叶支持海南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事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实施意见曳指出院支持
海南建设野中国渊海南冤技能人才综合发展渊
冤冶袁集科
研尧教学尧培训尧交流于一体袁整合实训基地尧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尧世赛集训基地尧全国技工院校师资研修中心等
功能袁建成全国一流水平的技能人才培育综合体遥
A.中心
B.基地
C.学院
9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叶支持海南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事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实施意见曳指出院指导
海南技能培训向渊
冤国家开放袁打造区域技能人才培
训高地遥
A.亚洲
B.东南亚
C.一带一路
9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叶支持海南人力资源和社

随后袁 记者从澄迈县交警部门了
解到袁该起事故发生于 4 月 14 日上午
11 时左右袁事故原因系摩托车在超车
时不慎撞上了正拐弯的农用车遥野农用
车准备拐入村道袁 后方的摩托车欲起
速超车时袁 不慎撞上了农用车的左后
侧袁导致事故的发生遥 冶执勤民警告诉
记者袁当时摩托车上坐着两名少年袁事
故发生后袁 其中一名少年摔倒在路旁
的水田里袁 当场死
亡曰 另一名少年送
往医院救治袁 目前
暂无生命危险遥
目前袁 事故具
体情况还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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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事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实施意见曳指出院支持
海南建设渊
冤青年创新创业合作示范基地袁探索建设
创新创业新平台遥
A.野一带一路冶
B.东南亚
C.亚洲
96. 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曳明确指出院深化知识产权
审判领域改革袁支持海南设立知识产权渊
冤袁支持建
设中国渊海南冤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袁更好发挥司法保
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遥
A.法律事务所
B.法院
C.法庭
97. 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曳明确指出院建立旅游纠纷
渊
冤审判机制袁探索国际旅游纠纷速裁程序遥
A.定点
B.集中
C.独立
98. 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曳明确指出院支持建立国际
渊
冤仲裁机构袁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
意愿遥
A.刑事
B.民事
C.商事
99. 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曳明确指出院完善跨境电商
消费者权益纠纷解决机制袁 依法维护跨境电子商务消
费者的渊
冤遥
A.合法权益
B.正当权益
C.法律权益
100. 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曳明确指出院支持海上
巡回法庭和岛屿渊
冤建设袁建立符合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自由贸易港需求尧更加便捷高效的诉讼机制遥
A.审判点
B.法庭
C.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