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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海口渔民陈某在驾驶渔船出
海捕鱼过程中#意外打捞到一枚炮弹$

辖区海口红岛边防派出所民警
立即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并建立安
全隔离带#劝离附近的围观群众$

经确认# 该炮弹属于爆炸物#仍
然具有较大的杀伤力$ 目前#该炮弹
已移送上级公安机关作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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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成绩不好遭父亲打骂
"#!#

年
$

月
%

日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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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 阿珍
打电话给最要好的同学# 声称要吞吃
毒鱼丸自杀$ 阿珍的三名要好同学急
忙到距离学校

"

公里左右的长坡街头
找到阿珍# 见阿珍已经把购买的毒鱼
丸溶化在塑料杯里准备喝下# 三名同
学急忙把塑料杯抢走$ 阿珍在同学劝
说下情绪暂时稳定并回家$

!&

时
"#

分
左右#阿珍又给同学打来电话称#她父
亲又打她#她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阿
珍的同学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班主
任符老师# 学校陈校长马上带两名副
校长来到阿珍家里# 试图劝说阿珍的

父亲# 并希望阿珍的父亲带他们去寻
找阿珍$

晚上
"#

时左右# 当阿珍的同学在
长坡镇上找到阿珍时# 阿珍拿着杯子
对同学说 # 毒鱼丸已经在杯子里溶
化$ 同学们试图把塑料杯抢过来# 但
阿珍却快速端起杯子喝下几口液体$

在场的同学后来回忆说& '那毒鱼丸
显然毒性很大# 阿珍刚喝下不久# 就
出现手脚僵硬浑身抽搐症状$( 阿珍
随后被同学送到长坡医院抢救# 还拨
打
!"#

急救电话请求琼海人民医院支
援# 但还是太晚了$

父亲怒告渔具店老板

经有关部门检查# 阿珍自杀所服
)毒鱼丸( 被检出氰化物成分# 并确
认该 )毒鱼丸( 系长坡镇利某出售#

且利某并无买卖危险物品经营许可
证$ 与渔具店协商没有达成协议的情
况下# 阿珍父母向法院提起诉讼# 索
赔
!!'&

万元$

法院日前作出一审判决# 渔具店
老板承担

"#(

责任$ 除去此前赔偿的
"###

元# 利某还应支付阿珍父母死亡
赔偿金* 安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

"

万元$ 日前#琼海市法院一审判决#以
非法买卖危险物品罪判处利某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三年$同时赔偿死者家属
"

万元$

琼海少女吞吃毒鱼丸自杀
出售鱼丸的渔具店老板一审被判刑&年缓刑&年#赔偿!万

其代理律师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

在于! 对阿珍自杀死亡后果应如何确

定民事责任" 这要分别考察三方主体

的民事责任归责问题"

第一方主体即阿珍! 在案发时阿

珍已年满
!"

周岁!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有一定的预判和认知能力! 可以进行

与她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并

应当对有关活动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第二方主体即阿珍的父母!作

为法定监护人! 阿珍的父亲在教育女

儿时方法不当! 有责骂行为致使女儿

赌气而服毒自杀! 应承担次要的民事

责任$第三方主体即渔具店老板!在未

取得危险物质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渔具店主非法向只有
!"

岁的受害人出

售含有氰化物成分的%毒鱼丸&!并发

生了对方服毒自杀的严重后果! 其未

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向未成年人非

法出售危险物品! 其非法行为与阿珍

自杀死亡之间存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所以可以认定渔具店老板对阿珍的死

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 应承担相应的

次要民事责任"

渔具店老板未尽注意义务需担责

!"#"

年
$

月
%

日!琼海长坡中学
#&

岁初三女生阿珍"化名#因遭父亲打骂后!吃毒鱼丸自杀身亡$随后!其父母怒告出售鱼丸的

渔具店老板利某!索赔
''()

万元$ 近日!琼海法院一审判决!以非法买卖危险物品罪判处利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同时赔偿

死者家属
!

万元$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律 师 说 法

本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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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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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讯!记者袁
兰"前段时间#重庆籍李先生向本报
反映# 他和近

)#

名工人的工钱因开
发商与承建商之间的问题#

)#

万工
钱没着落$经过沟通维权#李先生高
兴地告诉记者#辛苦钱拿到手了+

!!

月
"*

日#李先生向本报反映#

去年
!#

月份开始# 他和其他几十名
务工人员到临高皇桐镇建镇建设农
贸市场$期间#由于开发商与承建商
之间存在纠葛#该工程多次停工$不
少工人因为没有活干# 都离开了工
地找了其他的工地干活$

李先生告诉记者# 该工地从开
工起#都是仅仅支付工人的生活费#

并未结算过工钱$ 去年春节期间也
仅仅是支付给每个班组几万元$ 截
止目前为止# 该工程差不多拖欠了
)#

名左右的工人的工钱近
)#

万$ 临
近年末# 工人们都着急等着在外干
活的钱回内地老家$

接到投诉后# 记者随后联系到
了承包商老板邓某$邓某表示#目前
皇桐镇新建的这个农贸市场项目#

已完成
)##

多万的工程量#现在材料
费所有加起来的给我不足

!)#

万$但
是实际上目前开发商应该支付的费
用有

*##

万$反映问题的是他的重庆
老乡# 现在老乡不想做下去# 想回
家$ 而他目前资金又紧张$

不过# 开发商王老板则表示#

按照他和承建商老板邓某签订的
合约约定#他现行付款

!##

万元#其
他的资金均有承建商垫付$待农贸
市场完工商铺出售出去后# 再结
算#将该支付的款项付清$

针对记者提出的农民工工资
的问题#王某表示#需要与他签合
同的当事人邓某出面协调#把工人
工资全部结清$

终于#

!"

月
!!

日# 李先生高兴
地告诉记者#经过协调#他们的工
钱落实了$ )谢了#谢了#已经拿到
了$ (李先生高兴地说#大家终于可
以安安心心地回老家过春节了$

红皮花生浸泡变色
专家称正常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记者 敖坤
")我买的花生怎么会掉色, (

!#

日#海
口市民屈先生致电本报称# 自己在国
贸某超市买了一袋红皮花生# 可是回
去用水一泡竟然发现会掉色#)我就怕
是买到了什么染色花生, (

记者将此现象反馈给了商家#商
家表示#这是正常现象#红皮花生含有
天然的色素#所以会掉色$ (

据相关农业专家介绍# 这一现象
是正常的# 花生的红色表皮中含有色
素# 所以经过浸泡后水的颜色就会变
红$ 此外#由于红皮花生品种较多#每
一种所含的色素比例有所不同# 所以
泡出来的水的颜色也可能有深浅的差
异$但是这种色素对人体并没有危害$

千里赴琼相亲
山东男子被骗千元

本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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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讯 !记者姚传
伟"

!!

日上午# 一位周先生称# 他交了
!###

元婚介费#专程从山东赶来海南相
亲#可等他到海口后#却联系不上婚介
公司#这才意识到自己极有可能是被骗
了$ 目前#海口警方已介入调查$

周先生说#他是山东聊城人#今年
*&

岁#

!!

月上旬#他在家门前报刊亭墙上
看到广告# 海口一家婚介所称&)帮单身
的人找好对象$(他没多想就与对方联系
了$ )自称是婚介公司的人称#要先交一
千块钱的中介费# 就可以帮忙找到一个
女朋友$ (周先生便汇去了一千块钱$

通过该婚介公司的介绍# 周先生
很快就和一位姓刘的女子搭上线$ 刘
某自称在海口做五金电器贸易的#年
收入最少都是几百万$ )几次交谈都比
较愉快# 我便决定拿起包袱开始南下
寻觅刘某$ (周先生说#他是

!%

号来海
口的#到海口第一时间就约刘某见面#

可对方不是工作忙#就是出差在外#后
来刘某索性就直接关机了$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周先生随即拨
打了婚介所的电话# 可婚介所的电话
也打不通$ 因之前根本就没有到访过
该婚介所#除了电话询问#周先生竟是
一点办法也没有# 无奈之下只好拨通
本报新闻热线求助$

周先生到派出所报案# 民警表示
将安排他报案#立案后做进一步侦办$

渔民出海捕鱼
捞到一枚炮弹

鳄龟冒充山龟
海口街头高价卖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 袁
兰 "美洲的濒危物种鳄龟#竟在海口
街头被冒充成)山龟(售卖#且价格
高达

&#

元一斤$ 相关人士提醒#市民
切莫上当受骗# 看到非法贩卖野生
动物#请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

!#

日上午
!!

时许#海口市五指山
路上#一名男子坐在路旁卖龟#龟壳凸
起
*

道褶皱#像小山峰一样#四肢和肚
皮上还覆盖着一层鳞片# 身后的尾巴
又粗又长#还长了一些刺$ 该男子说#

这只龟足足有
!)

斤重#要
!"##

元才卖$

据了解#山龟又名凹甲陆龟#属
热带及亚热带陆栖龟类# 在中国境
内主要分布于广西*海南*湖南 *云
南等地$ 野生山龟是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是禁止出售*收购的$

记者将拍到的图片向多名业内
人士咨询# 得到的结果# 并非是山
龟#而是鳄龟$

当日# 记者将情况反映到海口
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 当该站执法
人员到达现场时# 贩卖龟的男子立
即跑开$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近来#

该站每天都会接到
$

*

)

个类似的电
话#均是反映有民工在各大街道*甚
至公园沿路兜售)山龟(的情况$ 但
多数情况是#所谓的)山龟(并非是
野生山龟#而是饲养的鳄龟$

)这几年饲养的鳄龟量很大#各
大饭店的需求量都接近饱和# 不是
很好卖# 有一些人就仗着大多数不
懂分辨#将鳄龟冒充山龟贩卖$ (该
执法人说#为了迷惑大家#这些人往
往会将龟身涂满红色的土$

本报万宁
!"

月
!!

日电 !记者
张期望 摄影报道"

!"

月
!!

日#万宁
市万城镇的王小姐在网上发帖#称
自己在

+,-

自动存款机转账后#忘
了取卡被他人取走

!')

万元$ 为了
尽快追回损失# 王小姐悬赏三千#

希望有人提供线索帮助她)抓人($

据王小姐介绍#她是万宁市万
城镇人#

!!

月
"#

日上午
.

点#她到万
宁市幼儿园隔壁的农业银行#通过
该行的

+,-

自动存款机给生意上
的伙伴转账#等她转账完后离开的
时候#忘了把银行卡拿出来$

)大约
!#

分钟左右#我的手机突
然有信息提示#告知被人取走

!')

万
元#(王小姐回忆#)我赶紧一边往银
行走回去#一边翻银行卡#但银行卡

已经找不到了$ (随后#王小姐前往
辖区派出所报警# 王小姐希望警方
尽快抓到那个人&)如果民警帮我找
到了那个拿我钱的黑心人# 我愿意
提供五千元办案经费给民警$ (

王小姐说# 在警方帮助下她#

从监控录象中调取了犯罪嫌疑人
的视频截图$)如果图片上的朋友#

你看到我所发的微博#主动和我联
系的话# 我将不追究你的所有责
任# 聪明的你如果看到# 请回电
!**./&.##)!

$ (王小姐表示#她已
经将该男子的截图还有相关信息
的帖子一起发布到网络上$

据了解#目前万宁公安局万城
派出所办案民警正积极寻找线索#

争取尽快把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忘记取卡被人偷取
$'(

万

万宁女子悬赏三千!抓人"

临高皇桐镇
()名工人工钱到手

年
末
讨
薪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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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时常会有一名自称
是)蟑螂防治部(工作人员的男子#

到海口各个小区上门推销除蟑药
水# 有不少市民听信了对方的话#

买了药水$记者从海口市爱卫办了
解到#海口根本没有设)蟑螂防治
部(这一部门#这很可能是有人故
意虚构单位名称#上门忽悠市民$

家住五指山路康业花园的黄先
生介绍#

!"

月
!#

日上午#一个陌生男
子敲门#称自己是蟑螂防治部的#现
接到通知要对小区内每户进行蟑螂
防治工作#同时亮出了工作证#黄先
生这才让其进门$ 该男子到厨房里
进行了)除蟑(工作$ 完毕后#男子
把一盒药水交给黄先生称#防治是
免费的#但药水是给您做日后防治

之用#需付
)#

元购买$ (

黄先生买了这盒)防蟑(药水$

待男子离开后#黄先生上网一查#发
现系骗子上门推销一种手段# 那药
水实际价格才几元钱$

海口市爱卫办工作人员称#海
口市区各小区内除)四害(等方面的
工作主要是由除害所

2

服务站
1

负责#

根本无)蟑螂防治部(这一部门$

!蟑螂防治部"卖防蟑药水 骗人的+

取钱男子#视频截图$

发现的炮弹

记
者
帮
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