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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秀英公安分局
破获一起重大盗窃案! 抓获&名涉案
人员! 该团伙曾偷盗海口某养殖场珍
稀龟近'(((只! 初步估计价值人民币
近)((万元! 目前已追回被偷乌龟'((

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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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区东山镇某养殖场韦场长告
诉记者! 去年"*月)+日早晨&时许!

养殖场的值班人员发现! 通向养殖场
一扇门的锁头被撬开! 场内的一只大
狗被打死" 经粗略检查发现! 不少珍
稀品种水龟被盗" 由于不少水龟都在
池塘内养殖! 经详细清点统计! 被盗
走品种达"(多种! 重达,(((多斤"

韦场长介绍说! 由于该养殖场是
我国最大种龟繁育基地! 主要对内陆
和国外销售龟苗! 用于观赏! 因此养
殖了不少珍稀龟种用于繁殖" 这次被
盗的品种有不少是养殖多年的龟种!

为市场上较为珍稀的品种" 如属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单只价值*万-千
元的黑池龟被盗,(余只$ 养殖++年的
稀世长颈龟丢失了+(((余只! 整个池
子里的乌龟都被偷光" %通过场里安
装的监控设备发现是十多人团伙作
案! 这近'(((只龟最少有,(((多斤!

初步估计价值人民币损失得)((多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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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后! 秀英公安分局高度重
视" 经过大量的走访和调查工作! 警
方对海口全市各个水产批发市场# 海
鲜酒楼等地进行布控" *(+*年+月.

日! 通过对市场上的赃物来源反向侦

查! 警方在广东将涉嫌销赃的陈某松
$

&'()*

% 抓获并于当日将其火速
押回海口" +月+(日至+-日! 警方在
海南各地陆续抓获陈某珊# 田某宇#

杨某忠# 涂某志等'名涉嫌盗窃# 销
赃嫌疑人! 并缴获涉案物品一批"

*月+&日! 警方前往海口龙华以
及文昌等地! 成功将孙某军# 王某亮
等*名团伙主要成员抓获" 为了能够
尽快获得第一手材料! 警方放弃法定
休息时间! 抓紧时间突审讯问" 经侦
查! 犯罪嫌疑人对自己在东山养殖场
盗窃乌龟的事实供认不讳! 并主动交

代了在海口# 琼海# 文昌等地区盗窃
水产品的犯罪事实"

期间! 由于被盗物品属于珍稀种
类乌龟! 这给涉案赃物鉴定带来了极
大困难! 警方迅速调遣专案人员前往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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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涉案物品
鉴定" 经鉴定! 被盗黑池龟属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动物! 每只价值为*万-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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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 记者在秀英公安

分局见到了主要犯罪嫌疑人之一王某
亮! 据他介绍! 他是湖北人! 来到海
南近'年了! 曾因入室盗窃被判刑+

年" 出狱后他便在海南打零工! 由于
领不到工资等原因! 他便与另外一名
犯罪嫌疑人孙某军 '湖南籍(! 聚集
了+.名老乡和狱友! 在海口# 琼海#

文昌等地区流动作案盗窃水产品"

王某亮介绍说! +*月份的一天!

他# 孙某军与朋友一起吃饭时无意中
听其中一个人提到! 东山镇一家乌龟
养殖场有大量的值钱乌龟便心生邪
念! 打电话聚集了分散在三亚# 文昌

等地的其他同伙! 有组织有预谋的前
往该养殖场盗窃" 据王某亮介绍! 将
这些被盗窃的乌龟在海口东门市场进
行销赃! 再卖往餐厅" %我们都不懂
乌龟! 全部一口价卖给东门市场的货
主陈某珊! 最大的有两三斤! 最小的
就几两! 一般都卖)(元一斤! 最贵的
那种黑池龟才卖,(元! 听说都卖给人
家吃! 现在知道卖的太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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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文昌以打零工为生的另
一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孙某军介绍!

实施盗窃时! 他们分工明确" *(++

年+*月份! 他们一伙连续-次对秀英
区东山镇某养殖场实施偷窃! 且每
次都开着面包车在晚上.点左右去前
往! 其中两人望风寻找最佳作案时
机! 其他人便躲到该养殖场附近的
树丛中睡觉"

据孙某军介绍! 每次对该养殖厂
开始作案时! 他们首先将准备好的几
把梯子搭在养殖场围墙外! 爬上梯子
后! 再用准备好的棉被盖上铁丝网!

翻进养殖场内" 前'次还有人专门哄
狗不出声! 最后一次怕被发现才用锄
头等物将狗打死" %第一次盗窃这家
养殖场的时候我们就在外面的池子!

后来次数多了就胆大了些! 往里面走
了! 进入内池! 王某亮等人负责徒手
捞起乌龟! 装到网里再扛出去"& 孙
某军说! 他们前后-次盗取该养殖的
乌龟! 数量最多的一次便是+*月)+

日! 多达+(((多斤! 每人分得*(((多
元赃款"

据警方介绍! 目前! 这&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其他团伙成员
已网上追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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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

岁女童不慎从+-层楼窗外坠落!所
幸在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获成功
救治!目前正在康复中"

据了解! *月.日下午!这名&

岁女童在保亭+-层楼的家中不慎
从窗外坠落地上!当场昏迷不省人
事!被送当地医院初步抢救" 后经
+*(救护车将患儿紧急转送海南省
农垦三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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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当
天傍晚&时! 女童急诊入住重症医
学科 '!"#

!

" 入院时患儿仍在昏
迷#呼吸急促" 经查诊断为*脑震

荡#严重的双肺挫伤#创伤性湿肺#

左股骨#右肱骨等多发性骨折" 为
抢救患儿生命!该院副院长田作春
教授立刻组织院内专家紧急会诊"

急诊科#重症医学科#心胸外科#骨
科#神经外科等专家迅速展开病例
讨论! 制定救治方案" 与此同时!

/01医护人员以最快的速度! 下达
医嘱#开设静脉输液通道#吸氧#注
射等抢救措施" 经过全力救治!第
二天!女童意识逐渐恢复为浅昏迷
状态"第三天!女童苏醒!生命体征
平稳!终于转危为安" *月+-日!女
童被转入骨科接受左股骨# 右肱

骨#桡骨颈闭合复位!弹性髓内针
内固定术治疗!手术顺利成功"

据该院重症医学科林森主任
介绍!从+-层楼坠落而生还!实为
奇迹!其家人对医院的成功救治甚
为感激" 据该女童母亲介绍!其孩
子在坠落中幸被二楼的飘窗沿蓬
与地上的树枝档了一下而缓冲!还
有地面上松软的草坪也一定程度
上起到了保护作用"

有关专家提醒广大家长!家中
窗台与阳台要设立围栏!要教育孩
子不要到危险的地方玩耍!强调安
全第一!生命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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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 海口美舍河东门路
段!一名八旬老太疑因年老身患多
种疾病! 为了不给子孙造成负担!

竟然跳河轻生!不幸身亡"

文女士住在东门路美舍河的
河边!*)日中午++点左右! 在阳台
上突然看到! 河边围了十几个人!

还嚷嚷着%快捞起来!快捞起来&之
类的话!走近一看!河里居然有一
个人!可把她吓了一大跳" 记者闻
讯赶到事发现场看到!民警已经组
织人员将人捞上岸!是一位满头银
发的老太太!衣物整齐!全身深褐
色衣裤!身上的证件和一些小囊袋
之类的东西都还在"随后经法医诊

断!确认该老太太已经死亡"

那这名老者是谁!怎么会出现
在这里呢+ 随后!死者的家属也赶
到现场!他说!老人姓陈!今年已经
2(多岁了!因为年迈而多病!此前
已经在府城医院打了两天的吊针"

今天早上!家里人都以为她又去府
城医院打针去了!可眼看接近中午
了还没见老太太回家!担心老太太
在半路出什么状况!于是一家人便
出门去寻找"

%我们去医院找她找不到!就
到她房间里看一下!就发现她留下
来一张纸条!说她来东门美舍河这
边!我们就来找,,&可没想到!老
太太果然是到美舍河附近!可令一
家人无法接受的是!此时一家人已

经是天人永别了" %她就是怕连累
我们子孙!所以就自己结束自己" &

死者家属难过地说"

海口国兴派出所办案民警表
示!死亡原因仍在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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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3 月份!

万宁市和乐镇英豪村一音乐吧里两伙
青年因纠纷打架! 港北边防派出所两
位民警出警前往处理! 竟然遭到一伙
恶徒持刀围攻殴打" 近日! 万宁市人
民法院依法对围殴民警的 '男子进行
判刑"

3(++年 3月 . 日晚! 万宁市和
乐镇英豪村委会娱乐场所 %天爱音
乐吧& 里! 两伙青年因纠纷引起打
架! 谢某滨被人打伤" 万宁市港北
边防派出所接警后! 指派民警向某
某# 韩某赶赴现场处理" 两位民警
赶赴现场时见一名青年流着血倒在
地上! 民警在现场处置警情时! 李
某亮等人开汽车和持刀气势汹汹赶
到现场"

该伙人到场后! 李某亮火气冲冲
地冲两位民警大声责问办案民警! 当
民警回答正在了解案情时! 该伙青年
竟然对两名民警施行殴打! 民警双手
难敌众人! 躲到娱乐城老板卧房里!

最后导致两名民警受轻微伤"

万宁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谢
某芹# 李某亮# 李某阳# 李某隆无
视家法律! 结伙持械以暴力# 威胁
方法阻碍公安民警依法执行职务!

致使两位民警受轻微伤! 其行为均
已构成妨害公务罪" 故法院依法以
犯妨害公务罪判处被告人谢某芹有
期徒刑十个月! 被告人李某亮有期
徒刑十个月! 被告人李某阳有期徒
刑八个月! 被告人李某隆有期徒刑
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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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日++时许! 家住万宁市长丰镇
中心学校旁的&旬男子拿着一把+米多
长的镰刀威胁邻居!所幸被民警制止!

而这一幕!几年来已经发生过十多起!

每次挥刀老人都是被民警释放"对此!

长丰镇派出所表示!该&旬老人精神有
问题!近日将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

到底是什么原因! 产生了这么深
的仇恨+ 据被恐吓的邻居黄先生介绍4

老人因不满他曾从他人手中买到一套
照相设备4才多次做出上述举动的" 但
是民警每次去处理! 蔡某都拿出自己
的精神病鉴定报告! 民警多次对蔡某
和其家人进行教育!但效果并不是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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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海口骑楼小吃街二楼
的板桥海鲜超市挤满了前来尝鲜的
市民和游客!原来该小吃街的海鲜超
市当天开始试营业!同时推出各种优
惠活动吸引了许多顾客前来消费"

记者看到!新开张的海鲜超市里
有鲜活的鱼虾蟹贝类等海鲜近百种!

每种海鲜都明码标价!其中红蟹22元5

斤!花蟹2)元5斤!花龙虾3,-元5斤!还
有)元钱一只的鲍鱼等等" 据超市的
经理介绍! 他们准备的海鲜品种齐
全!数量充足!价格也比市面上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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