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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商
务局了解到#为方便广大市民购买限
价猪肉#从#"日起#除原有的$个销售
点外#市民可就近到三亚市各大型超
市购买限价猪肉# 销售量也达到$"

头%天$

据了解#&月!'日# 三亚市限价
猪肉开始在第一农贸市场销售后#

许多市民反映#销售点过少#希望增
加销售点# 方便市民就近购买限价
猪肉$ 此后#三亚市先后增加了旺毫

超市%南国超市%明珠广场福乐多超
市(个销售点$

为让此项惠民措施得以更好地铺
开#三亚根据实际情况#在其他超市如
旺豪%百佳汇%福乐多等也增设限价猪
肉销售点#这样#三亚限价猪肉销售也

达到每天$"头$

据了解#目前#三亚的猪肉价格
有所回落$记者从三亚市物价局了解
到# 近期# 海南本地黑猪瘦肉##元%

斤#排骨#'元%斤#五花肉!)元%斤#猪
前脚%猪后脚均为!'元%斤&本地白猪

瘦肉!)元%斤#排骨##元%斤#五花肉
!'元%斤#猪前脚!'元%斤%猪后脚!$

元%斤# 与&月前的价格相比有所回
落$ 同时#限价肉投放市场后毛猪价
格也有所下跌 # 从 !!元%斤下降至
!"*$元%斤#下跌了"*)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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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通讯员*+, (

)"*!记者从三亚警方获悉#江苏一
青年痴迷网恋# 为见女网友只身赴三
亚#近半年杳无音讯#其父千里南下寻
亲无果#无奈求助警方$ 三亚警方发挥
技术优势#最终将流落三亚街头#以拾
破烂为生的朱某找回#助其父子团聚$

据了解#朱某今年#"岁#家在江
苏#待业家中靠上网打发时间$ 年初
在网上认识了一名三亚女孩$经网上
交谈#两人迅速坠入爱河#便约定今

年#月在三亚相见$ #月#朱某告别家
人#赶赴三亚$ 直至&月#为要钱朱某
用公用电话给家里打过几次电话#此
后很长时间再无音讯$

朱父思儿心切#&月初赶到三亚#走
街串巷寻找儿子无果#无奈报了警$ 接
警后#三亚警方高度重视#网监支队全
力协助查找$ 网监支队迅速向各网吧
发布了寻人通知# 同时印制百余份寻
人启事在重点路段张贴#最终于&月!&

日在一超市附近找到了极度落魄的朱
某#当父子相见时#两人抱头哭成一团$

据介绍#朱某#月初按照约定在三
亚见到了女网友#为取悦对方#朱某向
家里要了几次钱#两人一起大肆挥霍#

然而没多久坐吃山空$ 在朱某陷入困
境时#女网友借故要回老家一趟#离开
了朱某#此后再也没有和朱某会面$ 朱
某心存幻想#期待再见到女网友$ 此后
数月#朱某为养活自己#拾破烂卖钱过
日子#累了睡在街边长椅上#脏了在绿
化带洗澡#更多的钱用在网吧上网$

朱某表示# 以后会珍惜自己#不
会再做出让家人担心%伤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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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上午#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遵照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 依法
对故意杀人罪犯麦巨执行死刑$

据了解#故意杀人罪犯麦巨#男#

!+&,年,月!(日出生#小学文化#海南
省乐东九所镇罗马村十三队农民$

#""!年&月初#罪犯麦巨等人在海南省
乐东九所镇罗马村女青年麦某琼家玩
耍时# 因琐事与被害人麦某泉等人发
生争执#后被邻居劝开$ 同月&日##时
许# 麦巨得知麦某泉在同村村民蔡某
开设的卡拉-.场内喝茶#遂携带尖刀
找到其表弟陈仰 !

34567! 89

:"

#提议共同报复麦某泉$陈仰同意#

并从家中拿取凿子一把# 与麦巨来到
蔡某家的卡拉-.场$ 陈仰持凿子捅刺
麦某泉的胸腹部等处# 麦巨持尖刀连
续捅刺麦某泉的胸背部%头部等处#致
麦某泉倒在地上$麦某泉因颅脑%胸腔
受创导致呼吸循环衰竭# 经送医院救
治无效于次日晚死亡$

海南一中院根据以上事实认定麦
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 宣判后# 罪犯麦巨不服判
决#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维
持海南一中院对麦巨的刑事判决#并
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经最高人民法
院复核# 依法以故意杀人罪核准判处
麦巨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今天上午# 海南一中院在海口将罪
犯麦巨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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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反映#从!&日起#(路公
交车不到终点站#给琼州学院%农垦
三亚中专学校在校师生及附近村民
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对此#三亚市交
通局运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前几天
下大雨#加上工程车碾压#致使道路
出现许多大坑# 公交车无法通行#待

路面恢复正常后再正常行驶$

琼州学院李同学说#!&日下午#

他在学校门口候车点等车时# 看到(

路公交车公司的通告#由于荔枝沟通
往农垦中专路况太差#造成车辆无法
正常行驶#为安全起见#从!&日起#由
鹿回头开往农垦中专学校的(路公交
车只能行驶到荔枝沟前往中专学校

路口掉头#等路况恢复正常后再正常
行驶$无奈#他只好步行近!公里土路
到三亚木材厂公交站点坐车$

落笔村一位村民说#她每天挑水果
坐(路公交车到南新市场卖#但自从(路
公交车不到终点站后# 她每天步行!公
里多到木材厂站点才坐车#非常辛苦$

三亚新国线公交公司副总经理罗

松青介绍#由于荔枝沟通往农垦三亚
中专学校的土路路况太差#他们只好
向交通部门汇报#(路公交车开至三
亚木材厂站点时折回#暂时不再开往
琼州学院及农垦三亚中专学校$

三亚交通局运管处有关负责人表
示#该路段坑洼太密%太深#车辆难以通
行#路况一旦恢复后立即恢复正常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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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三亚警方查获一起内
地居民使用假冒澳门身份证登记住宿案
件$ 据悉#此类案件已在三亚发生(起$

&月!(日!&时# 三亚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支队核查境外人员住宿登记信息时#

发现一名男子疑似使用假澳门居民身份
证在三亚大东海某酒店登记住宿$经查#

该男子姓刘#广东佛山人#自#""+年起
在全国各地使用假冒证件办理住宿登
记$ 三亚警方已对其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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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从三亚市交通部门获悉#

由三亚市鸿港市场开往南山寺的!)路
原破旧中巴车全部更新完毕# 换成),

辆环保新公交车#发班时间缩短为'分
钟一班# 大大方便了游客到达天涯海
角%南山寺游玩$ 新公交车身印有三亚
中英文名片和旅游形象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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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林某等$人
向本报反映#称他们原本在海口龙华
高佬稳专业发型连锁店几个门店做
发型师#并与其签订了'

ABCDE

F#

$根据协议#他们需向龙华高佬稳
缴纳履约保证金$ 前不久#他们先后
离开门店#但龙华高佬稳不愿退回履
约保证金$他们到海口龙华区劳动局
投诉$!,日#双方协商未果$双方对是
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有争议#龙华区
劳动监察大队表示#林某等人应向龙
华区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

®�¯a#°±��� ¡¢"

!,日上午# 林某% 潘某等$人反
映# 称先后在龙华高佬稳几家门店做
发型师$前不久#他们先后离开#但龙华
高佬稳不愿退还之前所交的押金$#(岁
的林某告诉记者#他在#"!"年)月!日到
龙华高佬稳香港城店工作# 双方签了
'

ABCDEF#

# 期限(年$ 因种种原
因#他不愿继续做发型师#便提前离店$

他之前被扣的#&'"元押金被没收$ 其
他(人均有数额不等的押金被扣$ 林某
等人表示#除了押金#还有部分工资被
扣$ 多次找龙华高佬稳协商无果$

对于押金和劳动合同关系一说#

龙华高佬稳给予了否定$主管张女士
表示#他们和发型师签订的是'

AB

CDEF

(#这是美发行业的行规$协
议明确规定# 双方是合作经营关系#

不存在劳动关系#发型师等无权要求
店里承担支付固定工资% 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等义务$门店按发型师业绩
支付合作经营利润$ 同时#为防止发
型师突然不干# 给门店造成损失#他
们在协议中注明发型师缴纳履约保
证金("""元# 分期从合作利润中扣
除$ 张女士称#履约保证金并不是林
某等人所称的押金$ 根据协议#发型
师提前解约是一种违约行为#按照规
定#他们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

� ²³hi$´µ¶hi¶·

记者看到#双方签订的'

ABC

DEF

(除龙华高佬稳主管张女士所
说的内容外#也对发型师等的出勤和
合作经营制度作出了规定)一个月未
按时参与经营天数累计超过三天#违
反龙华高佬稳拟定的各项合作经营
制度等#高佬稳可以单方解除合作经
营协议并没收保证金%未发的合作经
营收入#另有权要求发型师等赔偿给
龙华高佬稳造成的经济损失$

林某%潘某等人介绍#从进入门店
工作#就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门店对
他们的出勤等进行了规定$除了没有基
本工资#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们认为
自己与龙华高佬稳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因此#龙华区高佬稳应退还全部*押金+

和工资$

龙华区劳动监察大队王队长解释#

监察大队无权对履约保证金是否就是
押金以及双方是否构成劳动合同关系
作出裁决#必须交由仲裁部门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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