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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9（记者
贺立樊文/图）10日晚21时左右，三
亚市解放路衍宏现代城18楼一间婚
纱摄影店发生火灾，大火将店内烧得
一片焦黑，幸好起火时店内没有人员
逗留。消防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火场。

当晚21时50分左右，记者赶赴
现场时，大火已被扑灭，楼下聚集了
大批群众，道路已被封闭。由于起火
房间位于高层，消防部门协同警方将
该段解放路封锁，划出警戒区域，以
方便消防车展开灭火战斗。据三亚市
公安局消防支队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由于报警及时，火势并未继续扩大，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展开灭火，确认起
火时房间内没有人员逗留，大火只烧
毁了房间内的部门电器家具，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

发现火情后，大楼方面及时关闭
了电梯。记者与消防队员徒步登上

18楼，前往起火房间查看灭火后的
状况。起火房间位于大楼的18层，
该层所有的房间为一字排开布局，由
一条开放的阳台走廊串联。起火房间
为1803号房，是一家婚纱摄影店。
记者在现场发现，房间已被烧得焦
黑，站在门口便可感受到涌出的热
气，房间地板上满是积水，漂浮着一
些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的碎块。

婚纱摄影店负责人与员工聚在走
廊上，不时叹息。他向记者介绍，他
与朋友合开这家婚纱摄影店，事发当
晚20时30分左右，他与几名员工下
楼吃饭，等他们吃完饭返回楼下时，
得知婚纱摄影店已经起火。

“怎么也想不通，只是吃个饭的
时间，房间就起火了。当时离开时店
里还有客人在化妆试衣，我们下楼后
不久，他们也离开了，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婚纱摄影店负责人愁容满

面，称这次大火令他损失惨重。“起
火时，店里放着3台单反相机，4、5
个单反相机镜头，其中一个长焦镜头
才刚买不久。另外，房间里还放着6
台电脑，以及用于婚纱拍摄的各式男
女服装。这次大火一烧，起码损失
10万元以上。”婚纱摄影店负责人说
道。

由于店内存放着客户资料的数码
内存卡，在消防队员及警方的陪同
下，婚纱摄影店员工进入房间取回。
隔壁住户表示，这家婚纱摄影店平时
几乎全天都有员工在店内，唯独起火
时没人，实在是万幸。“平时路过他
们房间，都有人在里面，这一次正好
没人。当时我们外出回来，在楼下得
知起火。

现场消防队员介绍，目前火势已
被扑灭，将排查相关隐患，并封闭起
火房间，进行火灾调查。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记者林
方岱）在劳动合同仍未到期的情况
下，由于身体状况不佳，在三亚学
院任职的宋老师便向学校提出辞
职，不曾想，学校却以违约为由要
求宋老师赔偿5万元左右的违约金，
否则便拒绝移交人事档案。最近一
段时间，因为不能顺利辞职，宋老
师烦恼不已。目前，三亚市劳动部
门已介入处理此事。

据宋老师介绍，他今年28岁，
大学毕业后便应聘成为三亚学院管
理学院的一名教师，并于2013年2
月与学校签订了为期8年的劳动合
同。宋老师告诉记者，虽然他很热

爱教师这一职业，但由于自身腰椎
间盘突出的病症越来越严重，因此
打算辞职回家休养。可当他向学校
提出辞呈后，学校却以违反劳动合
同条款为由向其索赔5万元左右的违
约金，如果不交钱就拒绝移交人事
档案。

在宋老师出示的劳动合同上，
记者看到，其中的26条约定：自本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合同约定时
间的教学或管理任务时止，期间乙
方因任何借口终止本合同除一次性
全额返还甲方日常培训费等费用
外，还应按违约年限向甲方支付每
年本人工资总额20%的违约金。

宋老师解释说，根据合同中的
相应约定计算的金额，他要支付给
学校5万元左右的违约金。可他在辞
职前曾咨询法律援助部门获悉，要
缴纳辞职违约金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
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
议，约定服务期”；二是“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
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
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劳动者违反竞
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
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除这两种情况外，用人单位不

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
金。

宋老师说，学校并没有对他进
行专业技术培训，而且他也没有违
反保密事项，所以学校方面扣留其
人事档案，并要求其赔偿违约金的
行为是不合理的。针对此事，记者
从三亚学校人事部门方便获悉，目
前三亚劳动部门已接入调查此事，
已经进行劳动仲裁，学校将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纠纷，

记者从三亚市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局了解到，宋老师与学校之间
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件已经进行仲
裁，仲裁结果近日就可下达。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记者
何慧蓉 实习生叶美君）20岁的小
佳（化名）有一个“丈夫”，一个
男朋友。一次，小佳与男朋友发
生争吵，吵着要去找“丈夫”，却
被一气之下的男友迎头泼来一瓶
工业醋酸，导致小佳伤重，抢救
无效死亡。因犯故意伤害罪，小
佳的男友王某明被海口中院一审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赔偿小佳父亲丧葬费、医
疗费2万余元。

王某明是海口某村村民，与
哥哥分家之后，自己经营橡胶
园。他与小佳认识一年多后，成为
男女朋友。有时候，小佳也会到村
里找王某明。2013年8月11日下午
3点多钟，王某明与小佳（本案被
害人，殁年20岁）因琐事发生纠
纷，小佳便称要去找其丈夫符某
某，不愿与王某明交往。王世明不
愿小佳去找符某某，在阻止未果之
下，遂在自家橡胶园旁的路上，将
用于凝固橡胶水的一瓶工业醋酸从
头朝下泼在小佳头部、脸部，致使
小佳受伤。

小佳受伤的事被附近的群众发
现，打电话报了警。小佳被送往海
南省人民医院抢救，并于当晚22时
许，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当
日17时10分许，公安民警将王某
明抓获。经鉴定，小佳系因酸性物
质作用吸入后至喉头水肿，肺呼吸
功能衰竭而死亡。

在王某明因故意伤害罪被海口
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小佳的父母也
提起刑事附带民生诉讼，索讨死亡
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近15万元。
庭审中，王某明辩称小佳的死亡时
因其自身的心脏病，而不是醋酸所
致。而经调查，案发时，王某明作
案时患有精神分裂症，系未完成丧
失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鉴于王某明的犯罪事实、认罪
态度及病情等，海口中院以故意伤
害罪判处王某明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不审理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等
方面的赔偿，海口中院判决王某
明赔偿丧葬费、医疗费共计2万
余元。

屯昌各派出所开展
“110”宣传活动

南国都市报 1月 11日讯
（记者 吴岳文）1月 8日至10
日，屯昌全县各派出所开展

“110”宣传活动，各派出所
所长亲自带队深入辖区学
校、街道等人员聚集场所，
以发放宣传单、现场讲解等
形式，向广大群众讲解如何
正确使用报警和拨打110电
话、110受理求助的范围等常
识，有效提高群众的安全防
范意识。此次活动受教育群
众达万余人。

1月8日上午，屯郊派出
所组织3个社区警务室分三组
在辖区育新路、水口市场等
人员密集场所开展“110”宣
传。民警围绕“110与您携手
共创平安”这一主题，结合
辖区接处警情况，向群众热
情宣传并积极回答群众有关
法律咨询；民警还向群众介
绍如何防盗、防电信诈骗、
防火、防燃气中毒以及事故
现场逃生、自救等自身安全
防范知识和报警方面的常识。

通过宣传，使群众对
“110”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
了解，同时树立了人民警察
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记者
何慧蓉实习生李美君）与丈夫结婚
不到一年，生下女儿也未满一岁，
可是因为丈夫爱赌博的问题以及家
里的经济等问题，夫妻俩争吵不
断。一次激烈争吵后，年轻的“90
后”女子买了一把水果刀，在厮打
中将丈夫刺死。丈夫死了，女子也
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
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2014 年 1 月 19 日中午 1 点
多，海口的邓先生在海口椰海大
道大道桥下与人聊天时，一个女
子抱着孩子跑过来，求邓先生及
朋友救救其丈夫。一开始，邓先
生等人以为是女子老公溺水了，
后来顺着女子指的地方跑过去，
却看到一个青年躺在地上，胸前
留了很多血。

跑去向邓先生求救的正是陈
某某。2013年5月，陈某某与吴
某某登记结婚。同年8月，生下
一女。婚后，因为吴某某赌博及
经济等家庭问题，小夫妻争吵不
断。事发前一天，吴某某参与赌
博，陈某某再次与丈夫发生激烈

争吵。争吵中，陈某某表示要买
刀捅刺丈夫吴某某。

事发当日，陈某某是和丈夫
骑电动车带女儿去姐姐家。路过
海口丁村村口小卖部时，陈某某
买了一把水果刀。当行至椰海大
道与丁村路口交叉处的美舍河桥
下时，夫妻俩再次发生争吵。在
争吵过程中，陈某某持刀朝吴某
某的左胸部猛刺一刀。

海口中院认为，陈某某因丈
夫赌博及经济等家庭问题，与丈
夫吴某某发生争吵并持刀捅刺被
害人吴某某左胸部一刀，致人死
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鉴于陈某某行凶后立即求助
他人拨打医院120急救电话，且
明知他人报警仍在现场等候，
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
视为自首。考虑到该案系因夫
妻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陈某
某的家属自愿赔偿吴某某母亲
经济损失 2 万元，综合考虑该
案，海口中院以故意伤害罪判
处陈某某有期徒刑 10年，剥夺
政治权利2年。

恼火丈夫嗜赌
她持刀捅死丈夫

女子获刑10年
气女友要去找“老公”
他用醋酸泼死女友

南国都市报 1 月 9 日讯
（记者琼文通讯员殷潇潇）万
宁市一名男子驾驶二轮摩托
车违规上高速公路行使，并
因操作不当，致使搭车人员
死亡、自己受伤的后果。近
日，万宁法院以交通肇事罪
判处该名男子有期徒刑一年
五个月，并赔偿附带民事诉
讼原告经济损失丧葬费、死
亡赔偿金等费用合计人民币
476580.3元。

出去吃个饭
回来店“没”了
三亚一婚纱店起火，店主哭诉损失惨重

合同期未到提辞职
被索赔5万元违约金

一审被判无期

开摩托上高速
致搭车人死亡
万宁一男子获刑

发生火灾的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