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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执法人员进驻# 近十台工程机
械同时开工# 一天拆除!"处抢建在
建的违章建筑$ #!日#海口市龙华区
政府对龙昆南延长线部分路段的违
章建筑基本拆除完毕$

据介绍# 针对龙昆南延长线薜
村段的违法抢建#龙华区政府早于$

月!"日便在报纸上刊登了 %关于责
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的通告&#"月
!%日# 区政府组织一千多名执法人
员进行大型拆违行动$ 然而#龙昆南
路延长线薛村段部分违建当事人仍
置若罔闻#仍在抢建$

#!日#龙华区共拆除在建违法建
筑!"处#全部为框架结构#总面积近
#&'''余平方米$

在拆违行动中# 部分村民非法
进入警戒区内# 向执法人员投掷石
块'钢条等物品#企图通过暴力抗法
来阻挠正常拆违工作$ 龙华公安分
局民警很快控制住现场并将寻衅滋
事人员带离现场$ 据悉#有$位村民
因暴力抗法或将面临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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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江苏省东海县
曲阳乡男孩阿浪因与大龄女网恋#遭
家人反对后出走到海口与网恋女孩
一起#至今未主动与父母联系#最近
家人拨打电话也不接$ #'月#!日#阿
浪的父亲从老家千里赶赴海口#含泪
寻找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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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浪的父亲刘广胜说# 阿浪上初
中后很爱上网#因为耽误学习#也遭到
过老师的批评$就在念初二时#就转到
南京的一所技术学校学习技术# 也在
打工$不久后#就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女

孩#并坠入爱河$

%(岁的刘广胜说# 当家里人都知
道这件事情后# 没有表示出强烈的反
对$有一次联系上这名女孩时#对方称
自己岁数比较大$那时儿子才!'岁#得
知儿子喜欢的女朋友年龄偏大# 就说
句(我儿子现在和你一起#将来不一定
会和你在一起# 我儿子也可能会后
悔)$刘广胜说#没想到不久后#儿子就
不辞而别了$ 出走后# 阿浪告知姐姐
!刘广胜的女儿"说#是来了海口找那
个女网友了$

阿浪出走后# 女网友也曾和刘广
胜的妻子电话联系过# 通话最长时间
有一次是#个多小时#女方也在一个月

前打过电话给阿浪的舅舅$刘广胜说#

目前得知# 阿浪女友是在海口经营一
家饭店$ 其他情况就没法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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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胜说#儿子出走后已经!年多
了#现在也已经!!岁了#可一直以来#

从未理过父母$家人拨打他电话#也总
是不接$ (阿浪从小就内向# 不爱说
话$ )他说#儿子不在身边的这!年多#

家里人非常挂念#特别是逢年过节#别
人家的小孩都往家里赶# 自己的儿子
却联系不上$ 刘广胜在给记者介绍情
况时#不时流下泪水$

(阿浪外公' 外婆# 他母亲'姐

姐#特别想他$ )刘广胜说#不管如
何#现在只想见见儿子#就算他是要
跟那个女孩结婚都不管了$ (如果真
喜欢人家# 做父母的也要给女方一
个交待$ )他说#希望阿浪或知情人
士看到南国都市报报道后# 与他取
得联系$

根据刘广胜提供的阿浪手机号#

记者多次拨打#也遭到挂断*试图通过
))号与对方取得联系#也未果$

可怜天下父母心+ 如阿浪或社会
知情人士看到报道后# 可直接联系刘
广胜或拨打南国都市报联系电话$ 刘
广胜手机号,#"*"+"&$($*$ 南国都市
报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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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女子一同进入奶
粉店#其中一名女子掩护#另外两名
女子实施盗窃# 并成功偷走!罐价值
(&'元的奶粉# 这一幕就发生在南沙
路的一家奶粉店$ 而让人惊奇的是#

这*名女子竟是本报+月!%日报道的#

在海口新华北路银龙购物城偷盗的
女贼 !相关报道详见本报+月!%日#'

版"$奶粉店工作人员目前已报案#并
提供店内的监控视频#希望通过本报
报道提醒大家注意防盗$

#!日上午#市民王女士致电本报
称,她是位于南沙路现代花园小区旁
群婴汇奶粉店的工作人员##'月&日
中午用餐时间#店内的其他工作人员
都去吃饭了#就剩她一人值班#可让
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名女贼竟然趁
机进入店内#并偷走!罐价值(&'元的
奶粉$

接报料后#记者随即来到王女士
所在的奶粉店采访$ (我在店里干工
有%年了# 还是头一次遇到偷盗的
事$ )王女士气愤地说##'月&日下午#

清点货物时才发现少了!罐奶粉#之
后通过观看监控录像发现原来是被
女贼偷走了#最为气愤的是#这次伙
同的作案的*名女贼# 其中一名女贼

购买了*元钱的东西# 并不停地跟她
说话#还遮挡住自己的视线#这才让
另外!名女子趁机偷走奶粉的$

记者从当天的监控录像中看
到#中午#!时*'分许#有*名女子陆
续进入店内# 其中一名身穿白色,

恤#蓝色牛仔裤#身背黑色旅行包的
女子* 另外一名身穿白色蕾丝上衣
和迷彩裤* 最后一名女子则身穿黑
色上衣$ *名女子进入店内后并未口
头交流# 在店内四处打量后通过手
语传达信息#仅约#分钟左右#其中

身穿白色蕾丝的女子便蹲下# 将货
柜上的两瓶罐装奶粉取下迅速放在
两个货柜的过道中# 并立即将货柜
内的奶粉重新摆好填补空缺# 两排
货柜的走廊中# 接着又将货柜内部
的奶粉摆齐填补上空缺$

随后# 其中那名身穿黑色衣服
的女子拿着货品去柜台结账#并以
此遮挡住王女士的视线# 此时#身
穿白色蕾丝上衣女子迅速将走道
内的两罐奶粉# 塞进身穿白色,恤
女子的背包内# 而后!名女子快速
离开奶粉店$

(虽然被盗的!罐奶粉只有(''

多元# 但*名盗贼的行为太猖狂#而
且我发现这*名女贼就是前段时间#

被%南国都市报&报道的在海口新华
北路银龙购物城偷盗的女贼$ )王女
士说#*名女贼从进入店内到偷盗离
开#前后仅$分钟中左右#不仅手法
娴熟#胆子也非常大#她希望通过本
报报道# 提醒大家谨防这*名女盗
贼$ 而记者也注意到#这*名女贼在
体貌特征上的确与本报+月!%日报
道在海口新华北路银龙购物城偷盗
的女贼相似$

目前# 王女士已向警方报案#她
希望警方可以尽早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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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凌晨四点左
右#位于琼海市高速路口处的某小区
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一名窃贼从消
防楼梯攀爬到该小区的(楼某房的阳
台上#由于事主没有关闭阳台门和卧
室的门#窃贼进入卧室偷窃东西的时
候惊醒了事主#窃贼便到厨房拿菜刀
砍了事主一刀#然后逃离现场$

案件发生后#琼海市公安局迅速
组织警力赶到现场开展勘察和搜捕$

现在该局已掌握相关线索#正在加大
侦查力度#抓紧追捕犯罪嫌疑人$ 同
时悬赏提供追捕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事主经送医院抢救#生命体症平稳$

现在正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

很多居民都喜欢开门睡觉# 以便更
好的享受自然空气$ 为了广大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警方建议居民睡觉
前关好门窗#防止发生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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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晚上#正在酒店游
泳池内仰泳时突然有毛绒绒的动
物抓了几下# 吓得游客大声呼救$

当酒店保安将毛绒绒动物打捞上
来一看#竟是一只!'厘米长的大老
鼠$ 事情发生后#虽然酒店'导游及
时带游客到医院打狂犬病疫苗$ 但
在赔偿问题上#截至目前#双方一
直协商不下$

据已经回武汉的张先生介
绍##'月#日# 他和公司('多位同
事一起组团到三亚旅游##'月%日
入住三亚天泽海韵度假酒店-*#!

房$ 当天晚上"点左右#他到酒店
一楼游泳池游泳时# 也有#'多位
游客正在里面游泳$

他说#游了一会后#正当自己
躺在游泳池中仰泳时# 突然感觉
到胸口被什么东西抓了几下$ 他
仔细一看# 有一只毛绒绒的动物
在水中游动#他赶紧大声呼叫$ 几

分钟后# 酒店一位保安赶到游泳
池后# 用手将在水中游动的动物
抓起来用力摔在游泳池边上$ 他
和几位游客一看# 原来是一只约
!'厘米长的老鼠$

由于老鼠在张先生胸口抓了
几下后#胸口的皮有点破了#且感
觉有点痛$ 酒店值班经理和地接
旅行社导游了解情况后# 立即带
张先生到三亚市人民医院治疗#

对伤口进消毒后注射狂犬病疫
苗$ 事情发生后#张先生和酒店就
后续治疗及赔偿进行协商# 但双
方未达到一致$

张先生当时提出三种处理方
法$ 一是在三亚完成后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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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方承担房费'餐
饮费'医疗费用及回程机票$ 二是
免除当日房费# 报销相关治疗费
用!

456789:

"及后续治疗
的交通费和误工费后# 给予一定
金额补偿$ 三是如果他下次来三

亚旅游# 酒店需按此次与旅游团
参加费用金额*""'元给予一次性
经济补偿$

但酒店方不同意张先生提出
的处理方式#只同意减少房费和赔
偿$''元医疗费$ 就这样#双方僵持
不下#未就赔偿达成一致$ #'月$日
晚上&点多# 张先生按计划随团回
到武汉$

据三亚天泽海韵度假酒店当
天值班一位姓罗的经理介绍#事发
后酒店一直全力配合#由于张先生
提出的要求过高#酒店只同意免去
一晚房费' 赔偿$''元后期治疗费
和交通费并同意今后来三亚可再
免住一晚$ 但张先生却提出免费入
住#'晚' 或用#'晚房价折现兑换#

所以酒店没办法答应$

据了解#事情发生后#张先生
已经向旅游质监部门投诉$ 目前#

三亚市旅游质监所的工作人员已
经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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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从
琼海市公安局了解到# 该局民警近日
在福建厦门等地开展抓捕行动# 推毁
一个重大诈骗团伙#侦破案件%&宗#追
回赃款#!*!'元# 抓获*名涉嫌诈骗犯
罪嫌疑人#缴获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
卡'银行卡等作案工具一批$

据了解#%月!日# 事主李某向琼
海市公安局报案称其在互联网批发
童装!次被骗# 向亲戚借来筹备开童
装店的#!'''元被骗走$ 接到报警后#

琼海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成立由
网警'治安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开展
案件侦破工作$专案组经过!个多月的
侦查# 查清以福建籍男子易某为首的
诈骗团伙开设虚假童装批发网站#专
门诈骗网上批量批发童装的商家$ 近
日# 琼海市公安专案组在厦门将犯罪
嫌疑人易某等*名诈骗嫌疑人抓获$

经调查# 该团伙!个月共诈骗所
得近&'万元# 被诈骗人员近百人#遍
布北京'天津'重庆'浙江'福建等省
市$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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