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本报近日接到万
宁市万城镇滨湖村委会山坑十队村民反映，
他们村民小组的土地被相邻的南山村委会
上边田村村民小组原组长张东某给卖了。9
月 13 日，万宁市万城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经初步查实，两个村委会各有 1 名村
干部涉嫌私自买卖集体土地，目前镇纪委已
立案调查。

滨湖村委会山坑十队村民告诉记者，今
年 6 月，有外来人员在村小组土地上私自盖
房，被村民发现并制止了。这名外来人员拿
出南山村委会上边田村民小组张东某出具
的买卖协议，称地是他的，村民才知道张东
某私下拿山坑十队的土地进行非法交易。

为证实土地权属问题，村民到万宁市国
土局核查，确定该块土地是山坑十队村民小
组的，于是向万城镇政府举报。“我们向镇政
府反映此事后，镇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多次
开会调查此事。”村民告诉记者。

9 月 13 日，现任南山村委会副主任张
东某接受记者采访称，“这块土地是我们村
民小组的，是我经手卖的不假，但是我以村
民小组名义卖的，钱也没有装入个人腰包。”
张东某向记者证实，万城镇纪委已介入调查

此事。

记者随后在村民提供的一张收条上看

到，收条上有山坑十队一名姓肖的队长和

部分村民签字，注明由于买方多次上门与

村民沟通协调，取得全村村民的包容与谅

解，同意买方长期建房使用，并收取了 11 万

元补偿款。

有村民称，这是一块面积 168 平方米的

土地，这笔钱是在村民发现村干部私自买卖

土地后于今年 6 月 20 日补缴的。对于这笔

补缴款，村民认为这块地价值 50 多万元，补

缴的金额和实际的土地价值悬殊太大。

对于村民所反映的问题，9 月 13 日，万

城镇政府镇长黄文称，接到村民投诉后，镇

政府非常重视，及时展开调查，初步查实，是

两名村干部联手在多年前将集体土地卖给

外来人员，目前镇纪委已经对张东某和时任

山坑十队一名村干部立案调查。

黄文表示，国家明令禁止个人或村集体

组织买卖村集体土地。万城镇政府将继续

加强宣传力度，向村民和村集体组织普及相

关法律法规，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如果有人冒充国土所工作人员在土地
权属界定协议书上签名，该工作人员称自
己没有参与土地测量也没签过名字，这样
的协议和图纸还有效吗？近日，文昌市会
文镇阳光村委会大有二村民小组组长庄光
辉向本报反映，该村一块土地被邻村大有
三队村民小组村民庄耿贤占有，庄耿贤出
具假冒国土所工作人员签名的“假”红线
图，匪夷所思的是，当地镇政府给出的答案
是协议真实有效。

国土所工作人员否认自己签名

9 月 5 日，庄光辉向记者反映，大有二
村民小组靠近文昌市冯家湾，村民大多以
海水养殖为生。1997 年，大有二村民庄耿
贤（后搬至大有三村居住）和时任大有二村
民小组组长庄迪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大
有二队三亩二分土地 15 年，承包期限为
1997 年 6 月 1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用于
经营鱼塘虾塘，后因经营不善而荒废。

据庄光辉介绍，合同到期后，庄耿贤一
直未和村民小组续签。2013 年，庄光辉当
选大有二村民小组组长，他多次与庄耿贤
协商续签一事，庄耿贤均表示不再续签。
之后，庄光辉将该地承包给了他人。谁知，
在别人投入经营后，庄耿贤又突然要求庄
光辉把地要回来，他要续签。庄耿贤还拉
来大量砖头，强行在这块地上修建围墙。
庄光辉报警后，辖区派出所民警出警处置，
庄耿贤才停止施工。随后，阳光村委会多
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都未有结果，双方就
一直僵持着。

今年 4 月，在村委会的一次调解会上，
庄耿贤突然拿出一份大有三村民小组与大
有二村民小组 2012 年 8 月 9 日签署的土地
权属界限协议书，同时还有几份两村宗地
的红线图，一份宗地图显示存在争议的土
地划为大有三村民小组。

庄光辉称，对于当年测量宗地权属界
限一事，村民们均毫不知情。庄光辉发现
这份协议书是大有二村民小组上一任组长
庄耿映签的，但庄耿映在 2012 年已病故，
当年他从未对村民提起过这份协议。

村民在协议书和几份宗地红线图上
发现，调查员的签名都是会文镇国土所工
作人员吴毓井。经过比对，村民发现这一
签 名 与 吴 毓 井 平 时 的 签 名 字 体 差 别 很

大。今年 4 月 26 日，会文镇政府组织村民
对此事进行协调，村民对这一签名提出质
疑。当时组织协调的会文镇镇长林明凯
现场向吴毓井核实签名的真实性，吴毓井
当场表示协议书和宗地图上的签名不是
他本人签的。

镇政府认定宗地分割协议有效

针对此事，记者致电庄耿贤但多次联
系不上。大有三村民小组组长庄耿能称，
这块地从 1950 年起一直都是大有三村民
在使用，当年进行权属分割时，两个村民小
组组长也在现场，还签订了分割协议，不存
在争议。

阳光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张运槐也向记
者表示，文昌市国土局测量该地时他还没
上任，但是从国土部门提供的红线图来看，
红线图中的 20 多亩地是属于大有三村民
小组的。由于大有二村民小组有承包合
同，他也曾经组织两村进行调解，大有三村
民小组同意把合同中涉及的 3 亩多地给大
有二村民小组，大有二村民小组不同意，而
是想把 20 多亩地都要，所以多次调解均未

有结果。
9 月 5 日下午，会文镇国土所所长王康

平告诉记者，吴毓井是司法所的国土助理，
会文镇纪委已介入调查此事。调查过程
中，吴毓井已向纪委做出说明，在 2012 年
文昌市国土局开展的共有宗地分割工作
中，会文镇分管国土的副镇长陈日利安排
他为市国土局工作人员带路，但他没有参

加具体的测量工作，也没有在大有三村民

小组与大有二村民小组所签的协商分割协

议和测量宗地图上签名，他不清楚是谁签

了他的名字。王康平向记者提供了吴毓井

的本人签名，确实和协议书的签名不一样。

会文镇副镇长陈日利向记者表示，当

年镇里只是配合文昌市国土局开展共有

宗地分割工作，具体的情况也不太了解，
目前只能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是双方一
直都不肯让步。因为宗地协议书上均有
双方负责人的签名和盖章，所以今年 6 月
29 日接到庄光辉的信访件后，镇政府给出
的处理意见是协议书有效。如果大有二
村民小组对该协议存在异议，可以向法院
提起诉讼。

FZ 记者调查

土地调查员签名是假的？
文昌会文镇国土所一工作人员称未参与土地测量从未签过名，当

地纪委已介入调查
□本报记者吕书圣 李崇育

时任大有二村民小组组长庄迪霓介绍争议土地情况时任大有二村民小组组长庄迪霓介绍争议土地情况 记者李崇育 摄

本报讯（记者陈敏 王盛利 通讯员罗凤
灵 平英梅）乐东黎族自治县某房地产公司在
房屋已被法院查封的情况下，擅自将3套房屋
销售他人，严重妨碍民事诉讼，造成了恶劣的
社会影响。近日，省二中院作出《复议决定
书》，维持了乐东法院对该公司和直接责任人
分别予以罚款 50 万元和 3 万元的处罚决定，
对维护司法权威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乐东法院在审理原告海南某农业公司
与被告乐东某房地产公司、三亚某房地产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根据原告的诉讼保

全申请，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作出民事裁定
书，将乐东某房地产公司某项目一期 90 套房
产予以查封，并在房产所在地张贴查封公
告，在乐东住建局进行查封登记。

在查封期间，该公司欺瞒购房者，未经
法院允许，擅自将 3 套房屋销售，侵害了财产
保全申请人和购房者的利益，造成购房者多
次上访，社会影响恶劣。为此，乐东法院对
该公司及原法定代表人王某个人作出分别
处以罚款 50 万元和 3 万元的处罚决定。

乐东某房地产公司不服，以乐东法院作

出的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为由向省二中院申请复议，提出执行异议，
请求撤销民事判决。

省二中院受理复议申请后，经审查认
为，乐东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为生效法律文
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在法院未对查封财产
解封之前，任何人未经法院许可不得擅自隐
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
等，否则应受到法律的惩罚。乐东某房地产
公司无视法院生效判决，擅自变卖已查封财
产，致使法院无法执行，严重妨碍了民事诉

讼的进行，是对司法权威的藐视和法律的践
踏。省二中院认为，乐东法院处罚得当，该
公司主张依据不足，故依法驳回其复议申
请，维持原处罚决定。

据了解，近年来，损害司法权威、挑战生
效裁判的行为时有发生。今年以来，省二中
院对公然侮辱诽谤法官、虚假诉讼及拒不执
行生效法律文书等多起案件的当事人进行
了相应处罚，这对维护法庭秩序和司法权
威、杜绝虚假诉讼、提高司法公信力、促进司
法公正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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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所海事局打击内河船
舶非法运输海上砂石

行政调查6起
非法运输砂石事件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陈振凯 徐
昊宇)记者 9 月 13 日从八所海事局获悉，
八所海事局自 8 月 13 日开展整治内河船
舶非法从事海上砂石运输活动以来，多措
并举打击内河船舶非法从事海上运输，对
执法过程中遇到的 6 起疑似内河船舶非法
海上运输砂石的事件开展行政调查。

据了解，八所海事局通过与边防派出
所、海洋和渔业局等部门采取联合执法、
船舶巡航、电子巡航、无人机空巡、约谈提
醒等方式，全力做好辖区内河船舶非法从
事海上运输治理工作。

八所海事局首次采用了无人机空巡的
方式，由陆地沿着海岸线进行搜寻，对近岸
疑似船舶采用无人机进行拍摄取证。沿岸
发现有疑似船舶后，立即通知海事执法人
员，并联合边防派出所、海洋和渔业局共同
开展联合巡航执法，对八所辖区四更沙、八
所港外锚地、华能东方电厂码头等可能出
现船舶采砂的水域进行了巡航和监控，对
过往疑似砂石船舶通过询问其船舶证书、
AIS等方式确定其船舶身份。

海口食药监局将新开办药
房验收与首次GSP认证合并

审批提速
30个工作日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杨坤）9
月 11 日，新开办的广药晨菲大药房经海口
市食药监局验收合格，这是全省统一施行

《新标准》后，海口市第一家将获批经营许
可的药品零售企业，该企业将在 12 个工作
日内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和《GSP 认证
证书》，审批提速了 30 个工作日。

据了解，今年 8 月 15 日，省食药监局
印发《海南省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验收实施
标准》。9 月 11 日上午，海口市食药监局
组织对位于秀英区秀华路新开办的广药
晨菲大药房现场验收。该企业是全省统
一施行《新标准》后，海口市第一家获批经
营许可的药品零售企业，同时也是海口市
食药监局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将验
收与首次 GSP 认证的现场检查环节合并，
大幅缩简审批流程与时限后获益的第一
家企业。按照改革调整后的承诺时限和
公示期计算，该企业将在 12 个工作日内取
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和《GSP 认证证书》，
审批提速了 30 个工作日。

海口琼山区禁毒宣传进校园

增强学生
对毒品认知度

本 报 讯（记 者 刘 毓 安 通 讯 员 蒋 林
梅）9 月 11 日下午，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
开展禁毒宣传校园行活动。

活动通过发放禁毒宣传折页、手册，
展示禁毒宣传展板以及禁毒志愿者讲述
毒品知识等方式，增强学生对毒品的认知
度，并告诫学生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活动共展出禁毒宣传展板 5 块，发放宣传
折页 300 余份、手册 300 本。

禁毒宣传活动现场禁毒宣传活动现场

邻里因弹丸之地起纠纷
法院以地基档石判归属

本报讯（记者陈敏 王盛利 通讯员罗凤灵 孔凡勇）儋
州市某镇居民阿强（化名）40 多年前向董某购买宅基地建
房，与阿辉是老邻居，近年来，双方却因一块面积仅为 1.5 平
方米的弹丸之地发生纠纷。当地政府将 1.5 平方米的争议地
的土地使用权确权归阿强所有。阿辉不服，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政府撤销决定。近日，省二中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
一审判决，驳回阿辉的诉讼请求。

2013 年，阿辉称邻居阿强侵占他家正对大门的过道土
地，阿强应当拆除障碍恢复原状。因争议地纠纷协调不成，
阿强向当地镇政府提出确认申请。镇政府认为阿强向董某
购买的宅基地有地契为证，同时有居委会的证明予以确认，
争议地应为董某原房屋的一部分，遂于 2016 年 11 月将争议
地确权给阿强所有。阿辉不服，向儋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市政府维持了镇政府《处理决定》。阿辉不服，于 2017 年
3 月提起诉讼。

经查，该争议土地面积 1.5 平方米。一审法院经审理驳
回阿辉的诉讼请求。阿辉不服，上诉至省二中院。

省二中院认为，根据全案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现场勘
查，阿强在向董某购买宅基地时，宅基地上留有倒塌房屋的
遗迹，结合阿强从其现使用宅基地挖出的档石走向及所在的
位置范围，能够认定争议地不是空地，而是属于阿强现使用
的董某原房屋地基的范围之内。镇政府根据双方提供的证
据，经过现场勘查，组织调解，结合争议地的历史使用情况和
使用现状，认为争议土地使用权应归属阿强，据此作出《处理
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儋州市政府在行政复议过
程中，依程序通知镇政府进行答复，并作出《复议决定》，认
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省二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万宁遏制“榔烟四起”

依法拆除28处
熏制槟榔加工点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吴鹏）9 月 12 日上
午，万宁市多部门联合开展行动，对万宁市长丰镇黄山村、福
田村 28 处传统土灶熏制槟榔加工点（户）依法进行强制拆
除。当天摧毁土灶 429 个，面积共计 2950 平方米。

经现场查证，部分熏制槟榔加工点（户）土灶台上仍存留
大量正在加工的槟榔干果，灶上仍冒着浓烟。执法人员到达
现场拉起了警戒线，清理屋内物品转移到安全地方，确保人
员安全撤离，挖掘机随即对烤槟榔土灶进行拆除。

据介绍，当下正值槟榔采摘季节高峰期，个别农户为谋
取更大利益，收购槟榔青果利用传统土法工艺进行加工处
理，短时间内能获取高额回报。但是传统土法工艺熏烤槟榔
会散发出大量浓烟，造成城乡道路能见度降低，极容易引发
交通事故，并严重污染了空气环境质量，人们呼吸烟雾过后
将引发各类呼吸疾病，对身体造成巨大伤害。

为此，万宁市将继续保持对烟熏烘烤槟榔果行为的高压
打击态势，全面加强巡查，做到发现一起，打击一起，遏制

“榔烟四起”现象，坚决打赢这场蓝天保卫战，切实维护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

定安警方侦破一宗省级毒品目
标案件，15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贩毒团伙跨省交易

把持多市县“货源”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金世奇 陈莹莹）9 月 13

日，记者从定安县公安局了解到，该局联合省港务公安局近
日成功侦破一宗省级毒品目标案件，抓获涉案嫌疑人 18
名 ，缴 获 冰 毒 35.99 克 ，海 洛 因 2.05 克 ，冰 毒 液 体 混 合 物
220.28 克。

据了解，定安公安局在“禁毒三年大会战”专项行动中获
取线索，一谢姓男子长期在海口、定安等地贩卖海洛因、冰毒
等毒品，数量较大。该局迅速将情况上报，经省公安厅禁毒
总队批准立案侦查，并联合省港务公安局成立专案组，抽调
60 余名精干警力全力侦办此案。

经专案组民警缜密侦查，以谢某为首的贩毒团伙逐渐浮
出水面。谢某为林某、施某、邓某、冯某的贩毒上线，负责出
资和联系“货”源，下线则遍及定安、海口、东方、陵水等县
市。该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横跨琼粤两省，贩毒数量
大，交易频繁，长期把持海口及周边地区毒品消费市场。

今年 8 月 26 日，专案组获悉谢某与其情人田某等人前往
广东购买毒品，谢某于次日乘轮渡运回毒品的重要情况，收
网时机已经成熟。专案组果断决定分成三个抓捕小组，同时
伺机收网。

8 月 27 日 16 时许，就在谢某携带毒品从广东抵达海口南
港时，专案组民警迅速出击，成功抓获谢某，当场从其裆部处
缴获毒品冰毒 29.78 克，查扣摩托车 1 辆。随后，专案组民警
趁热打铁，相继抓获谢某的同伙田某，下线邓某、冯某等 10
余人，缴获毒品、毒资、交通工具、银行卡等涉案物品一批。
至此，以谢某为首的特大贩毒团伙被警方彻底摧毁。

截至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邓某、冯某等 15 人已被警
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乐东一企业擅自销售3套法院查封房产

妨碍民事诉讼领50万元罚单

两村干部涉嫌私卖集体土地
村民举报后万宁万城镇纪委立案调查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海口 2名干部接受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9 月 13 日，海南廉政网发布消息，
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接受龙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原党委副书记、镇长黄逸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龙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

外来人员进村建房被村民制止外来人员进村建房被村民制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