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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女子坐摩的遇抓扯$当街
被货车碾死% 一案的二审于近日有了
审判结果& 被害人潘某的家属因为不
满一审判决$ 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 近日$海口中院对于此案已
作出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一审的$

万元提升至%万元$ 赔偿款项总数由
&'&'()*+%元万提升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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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年&&月$+日-时$%分
许$ 女子潘某乘坐摩的司机王某驾驶

的摩托车$ 从府城镇往紫荆花园方向
行驶& 行至世贸北路与滨海大道交叉
路口$ 准备从西侧人行横道线由南往
北方向通过滨海大道$ 因遇行进方向
禁止机动车信号$ 即在安全岛停车等
候&

此时$ 海口交通局运管处工作人
员陈某某及协管员钟某遇见王某并怀
疑王某非法载客$ 协管员钟某迅速跑
向摩托车左侧$在未按规定着装'未佩
戴工作卡'未出示证件'未表明身份的
情况下$从车后上前实施查扣行为& 慌
忙中$摩的司机王某为逃避检查$导致
摩托车与一辆货车发生相撞$ 造成潘

某被碾压身亡&

同年&&月$-日$ 钟某被刑拘$并
于$(&(年&月&(日被海口市龙华区检
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批捕&

$(()年&$月$.日$海口市交警支队做
出事故认定$摩的司机王某承担事故
主要责任$协管员钟某'货车司机李
某共同承担次要责任$被害人潘某无
事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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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审判决$ 海口市交通运输
管理处协管员钟某承担/(0的赔偿责

任比例$ 酌情确定精神抚慰金/万元$

海口市运管处应向潘某家属支付行政
赔偿款项共&'&'()*+%元&

但是潘某的家属并不满意这一判
决$ 随后不久便上诉至海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 近日$本报记者获悉$此案的
二审结果已出&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认为$ 海口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处工
作人员钟某与货车司机李某共同承担
交通事故中的次要责任& 其中$钟某不
按规定穿制服'不佩戴工作卡'未出示
证件'未表明身份$在危险区域实施查
扣车辆$ 导致摩的司机为逃避而闯红
灯造成交通事故& 货车司机李某所驾

驶的货车在发生事故时是正常运行&

因此钟某对于事故责任大于李某$按
六四比例分配主次责任较合适$ 而钟
某在.(0的次要责任中应承担'%0的
责任较合理&

同时二审将原定为/万的精神损
害抚慰金额度提升至%万&

综上$海口中院认为$海口市交通
运输管理处赔偿潘某家属的赔偿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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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精神损害抚
慰金%((((万元2'(,,)&*--元& 扣除已
经支付的/((((元$实际应支付款项为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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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多岁的林先生在琼海东升
农场经营一家石材厂& 一日$林先生接
到一名男子电话$ 称自己是嘉积一家
新开酒店的老板$ 因酒店装修需要装
修材料$ 需要和林先生谈一下价格等
情况&

见有生意上门$ 林先生当然不肯
错过& /(&&年&/月/,日$男子王某开车
将林先生接到琼海市爱华路桃源居的
一包厢内#洽谈生意%&

林先生一进门$发现桌上正有.名
男子在玩一种叫#梭哈%的赌博游戏&

刚坐下不久$ 一名男子接了一个电话
后称有事要出去$ 要林先生先 #顶一
下%& 走之前$该男子在小抽屉里留下
约/(((元$ 很大方地对林先生说(#放
心玩$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

而据林先生回忆$自己刚坐下$确
实赢了不少钱$看到自己手气这么好$

在其余'人的鼓动下$一下子将赌注提
高了许多$但是再也没有赢过$直到最
后输光了/&%((元$才败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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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岁左右的女士阿芳 !化

名"在海口从事司仪工作$在一次房
地产开盘庆典的活动中$王某上前索
取电话$称琼海也要策划组织一起类
似的活动&

&&月)日$ 阿芳搭乘动车来到琼
海$王某指派全某胜驾车$将阿芳接到
嘉积新民街名门岛茶艺馆一包厢内$

同样以牌局缺#脚%的形式$鼓动阿芳
玩一会&

#输了算我的$赢了算你的& %听
到对方这样的肯定$阿芳也坐下和三
名男子玩#梭哈%游戏& 赢了点小钱
后$赌注逐渐加大$阿芳很快输掉了
一万多元&

见阿芳没钱了$ 王某又叫来一名
男子$称此人可以借钱给阿芳翻本$只
是要付一点利息& 一心想着翻本的阿
芳接受了该男子借款的#好意%$但是
借来的钱也很快就输完了&

借来的钱也输完后$ 在多名男子
#愿赌服输%的鼓动下$阿芳又来到银
行取款还债$ 在前后输掉了/'(((元
后$无奈地踏上回海口的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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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以后$ 想起这次输钱的遭
遇$ 林先生和阿芳都意识到有点不对
劲$于是在相隔了数天之后$来到琼海

嘉积派出所报警&

多人被骗$金额过万$案情引起民
警的重视& 嘉积派出所李副所长带领
精干警力展开侦查$初步确定了这是
一个有组织且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

/(&&年&/月.日上午&&时许$ 李副所
长伪装成受害人来到位于琼海市金
海路的上岛咖啡蓝山包厢$ 确定了.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聚集在此玩牌$伺
机和守候在外的民警联系$ 将.人一
举抓获$现场还缴获了数万元赃款及
作案用的牌具&

警方初步审讯了解到$ 犯罪嫌疑
人先设计将受害人引诱到包厢$ 并鼓
动其坐下一起玩牌$ 开始故意让受害
人赢钱$ 其他人在一侧吹捧其 #手气
好%$ 受害人受吹捧忍不住加大赌注
后$ 发牌者以非常隐蔽的手段换另副
早已排好顺序的牌$ 从而使受害人输
掉赌局& 这伙人为了让受害人相信他
们很有钱$ 在玩牌的时候还故意拿出
一沓沓的钱$但只有外面的是真钱$里
面的全是冥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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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民警称$ 从犯罪嫌疑人的作
案手段娴熟程度来看$这是一伙惯犯$

受害人远不止林先生和阿芳两人& 很

多受害人怕#丢颜面%不愿报案$这对
警方办案是非常不利的& 民警称$受害
人应尽快来嘉积派出所报案$ 指认犯
罪嫌疑人$以便于将他们绳之以法& 报
案电话是(!(-)-"+/-)+'&(&

警方称$该团伙.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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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悉数抓获$.人对设赌钓鱼
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此
外$绰号#么五%负责放贷的男子'绰
号#放屎%负责开车接人的男子仍在
逃& 办案民警表示$警方已掌握相关
情况$犯罪嫌疑人应尽快自首$争取
宽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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