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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8月30日讯（记
者 杨琼文）四川巴中市平昌县一
男子到海南万宁龙滚打工，平时到
琼海市嘉积镇上网和消费，没钱
后，竟然在凌晨持塑料玩具“手枪”
抢劫摩托车司机。该案发生后，在
琼海市引起了极坏的负面影响。
近日，该男子迫于警方的压力，主
动到琼海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投
案自首。

摩的司机凌晨遭人持
“枪”抢劫

8月15日凌晨5时多，琼海市
嘉积镇金海北路的海南国际度假
村大门前路段发生一起抢劫案，一
男子在善集路一公交亭坐上一摩
的后，谎称去金海路的海桂学校，
结果却一直叫摩的司机往北开，到
了海南国际度假村路段发现没人
后，掏出一把 “枪”，抢劫摩的司
机。

据受害的摩的司机王某某介
绍，约15日凌晨5时多，他正在善
集路的一公交亭前候客，一年纪约
20岁，瓜子脸、两只眼睛一大一
小、操着一口外地口音的男青年走
上来，称要坐摩的去金海北路的海
桂学校。他和男青年说好价钱后，
就用摩托车驮上该青年往金海北
路开去。不料到了金海北路的海
南国际度假村大门口时，坐在摩托
车后面的男青年凶相毕露，掏出了

一把“枪”对他进行抢劫，他虽然奋
力反抗，最后还是被该青年抢走了
摩托车。

该案发生后，琼海市公安局城
北派出所和刑侦大队的民警立即
赶到现场进行勘察，发现犯罪嫌疑
人系持一把塑料玩具“手枪”进行
抢劫。

警方锁定犯罪嫌疑
人琼川两地警方合作

据琼海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
车其文副所长介绍，警方经过缜密
的调查后，锁定了持塑料玩具“手
枪”抢劫摩的司机的犯罪嫌疑人是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的贺某某所
为。

“我们马上上网追逃犯罪嫌疑
人贺某某，并和平昌县警方联系，
做其家属的思想工作。”车副所长
说。

警方还查明，贺某某小学毕业
后，于三年前和父母一起到海南万
宁、琼海打工，案发前，其父母回老
家了，剩下贺某某一人在万宁市龙
滚镇打工。琼海警方立刻派员赶
到万宁市龙滚镇排查和抓捕贺某
某。

“贺某某经常搭车到嘉积镇上
网和消费，8月15日，贺某某没钱
后，临时起意持塑料‘手枪’抢劫摩
的司机。”车其文副所长介绍。

车其文告诉记者，在琼川两地

警方的紧密合作下，贺某某的父母
通过老乡，寻找到了在万宁市龙滚
镇打工的贺某某，并动员贺某某投
案自首。8月26日晚上8时多，贺
某某主动到琼海市公安局城北派
出所投案自首。目前，警方已对贺
某某刑事拘留。

犯罪嫌疑人半路以
250元卖掉摩托车

贺某某投案自首后，向警方供
述，8月15日凌晨5时多，其持塑
料玩具“手枪”抢得摩托车后，一路
向北狂奔，到了定安县城后，贺某
某将摩托车以250元卖给了一位
不认识的路人。然后，贺某某搭车
返回了万宁市龙滚镇，并将赃款花
完。

目前，琼海警方正加大力度寻
找购买被抢摩托车的路人，希望购
买该赃车的人及时向琼海警方投
案自首。

另据记者获悉，被贺某某持塑
料玩具“手枪”抢劫的事主王某某，
系一位单身父亲，以开摩的谋生，
摩托车被贺某某抢劫走后，唯一的
经济来源断了。

据车其文副所长介绍，持塑料
玩具“手枪”抢劫摩的司机的犯罪
嫌疑人贺某某，1990年出生，系四
川省巴中市平昌县人，小学毕业，
作案动机是要钱上网和消费。

南国都市报8月30日讯（记者
聂元剑 文/图）在海口琼山区红旗
镇龙发村委会石门村发展荔枝种植
业有19年历史的黎女士，今天向海
口市森林公安局新民林区派出所报
案：有人提出要“帮”她看守石门
村永丰果园遭拒后，该果园内的
400 多株荔枝树随即被人放火烧
死。她请求公安民警对纵火者进行
法律制裁。

土地、水管全被烧焦
今天上午，记者接到消息后赶

到海口琼山区红旗镇龙发村委会石
门村永丰果园内看到：该果园有
300亩大，里面种植了8000多株荔
枝树。果园内荔枝树长势很茂盛，
枝叶绿荫荫的。唯独果园内最靠里
边的一片荔枝树的枝叶被火烧得枯
黄。纵横在荔枝树周边的供水管全
被烧焦，这些荔枝树已不见了生
机。

果园管理员陈先生指着现场被
烧得枯黄的荔枝树对记者说：“你
们看，这些火是从地上这些枯枝落
叶上烧起来的，烧起的大火直接烧
烤上面的荔枝树叶，把一棵棵荔枝
树直接烧烤死。非常残忍！”

据陈先生介绍：由于每棵荔枝
树都是枝青叶茂、水份十足。大火
不可能从荔枝树本身烧起来。纵火
者就点燃了每棵荔枝树下的枯枝落
叶烧起了大火，直接对荔枝树进行
火烤。

陈先生说：“每棵荔枝树下放
一把大火，一共有400多个火堆。
从现场就可以看出，这一定是人为
纵火，不可能是其他的意外事故。”

陈先生介绍：栽种一棵荔枝树
要3年后才能结果。这里的荔枝树
都种植了19年了，平均每棵荔枝树
每年可结果80斤。按今年6.3元/斤
计算，每棵荔枝树可得500多元的
收获。402棵荔枝树给承包经营者
造成了20多万元的损失。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据陈先生介绍：永丰果园是

黎女士于19年前在这里承包土地
栽种的。永丰果园前面经营的18
年里都相安无事。今年 5 月份开
始，龙发村委会一村民给承包者
黎女士打电话称：他要求黎女士
把永丰果园给他看管，当即遭到
黎女士的拒绝。该村民随后对黎
女士说：你不让我看守永丰果
园，你就别想把果园里的荔枝拿
到外面销售。

一个星期后，永丰果园的供电
表被砸坏了2次，技术员遭人殴打
……8月25日下午3点多钟，工人在
永丰果园打农药时还看到永丰果园
内所有的果树都是好好的。8月28
日上午，当工人再来果园打农药时
发现：402棵荔枝树被人放火烧死。

陈先生等当即报警，辖区派出
所——红旗派出所接警后立即派人
到现场进行调查，并且走访周边村
庄，对嫌疑人进行排查，但却没有
发现砸电表的确凿证据。

现在案件由新民林区派出所受
理。记者随后就此事采访了新民林
区派出所韦所长，韦所长称：民警
今天特地赶到海口府城对永丰果园
承包人黎女士做了笔录，案件正在
调查中。

文昌警方深夜突查
12名吸毒人员被抓

南国都市报8月30日讯（记者
王渝）为认真贯彻省公安厅8月25日
关于全省公安机关抗战胜利70周年
纪念活动安保工作再动员再部署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8月30日凌晨1时
许，文昌市公安局组织开展了纪念抗
战胜利70周年安保暨反恐排查、处
置专项统一集中行动，以实际行动落
实抗战70周年安保活动，清查行动
由文昌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林刚同志
统一指挥。

据悉，集中行动自30日凌晨1
时开始，文昌警方出动禁毒大队、治
安大队（含巡逻防暴）、交警大队、
交警文城中队、城北派出所、边防支
队共计200名警力、20辆车辆，全
面清查文城汇昌街“夜巴黎”、“阿
伦”等多家歌舞娱乐场所，清查包厢
20个、外场1个，其中现场尿检394
人，共查获吸毒人员12名。

因琐事刺伤他人
摩的司机被刑拘

南国都市报8月30日讯（记
者胡诚勇通讯员冯谋瑞全克杰）
25日，记者从三亚边防支队三亚港
边防派出所获悉，近日，该所民警
根据群众报警，成功破获一宗持刀
故意伤害案。

案发当天，三亚港边防派出所
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在三亚市渔
村的小巷子内有人打架。民警在
现场发现一名男子瘫坐在地，双手
捂着肚子，面色苍白，腹部沾满鲜
血。在该男子前方10米处，另一名
可疑男子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在
该男子跑出没多远，就被随即赶上
的边防民警扑倒抓获。

由于现场人员受伤，情况紧
急，民警一方面及时联系120急救
中心前来救治。一方面组织警力将
抓获的可疑男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
调查。经了解，摩的司机汪某在三
亚市渔村某超市门口与受害人孙某
因琐事发生口角，气急之下的汪某
从附近水果摊上拿起一把水果刀，
不管三七二十一，疯狂地刺向孙
某。事发突然，因来不及躲闪，孙
某被连续刺中左腹部两刀，顿时鲜
血直流，瘫坐在地，不能动弹。

看到孙某受伤后，汪某这才意
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严重错误。
因害怕受到法律的处罚，看到民警
到达现场后，汪某产生了潜逃的念
头，但最终还是被及时赶到的边防
民警抓获归案。经法医鉴定，受害
人孙某的伤情为轻伤。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汪某对持
刀故意伤害他人的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汪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
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男子被压箱机夹手
消防官兵急施救

南国都市报8月30日讯（记者
胡诚勇 通讯员吕书圣）8月 28日上
午，一名男子在海口市海榆中线金鹿
工业园作业时被压箱机夹住手，海口
特勤消防官兵随后到场帮忙施救。

28日9时46分，海口市公安消
防支队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
即调派特勤二中队赶赴现场进行救
助。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经了解
是一名男子在操作压箱机时不慎被
夹住了手。消防官兵在了解压箱机
的结构后，发现压箱机的两根轴承
是活动的，无法进行剪切和扩张处
理。

10时 30 分，消防官兵使用撬
棍，把夹住手的轴承顶出缝隙后，
取出该男子被夹的手掌，并将该男
子移交现场120进行救治。

罐车追尾致1人死
司机赔偿后获缓刑

南国都市报8月30日讯（记者何
慧蓉 通讯员 李娇萍）因为没保持安
全距离，水泥罐车司机驾驶车辆追尾
了装载钢筋的货车，致车上一乘客死
亡。在死者家属获得30万余元之后，
肇事司机被海口秀英区法院以交通
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
个月。

冯某某，男，现年41岁，广西人。
2014年11月3日4时许，冯某某驾驶
制动系统不合格重型牵引车，牵引半
挂水泥罐车，沿着高速公路由海口灵
山往澄迈老城方向行驶，车上载有梁
某某和梁某。4时30分许，车辆行驶
至高速公路596公里处时，因未与王
某某驾驶的装载钢材货车保持必要
安全距离，水泥罐车追尾撞上货车，
导致梁某某死亡、梁某受伤及车辆损
坏的交通事故。经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认定，冯某某承担事故主要责
任，王某某承担次要责任，当事人梁
某某、梁某无责任。

案发后，保险公司和王某某合计
赔偿了被害人梁某某的父母30万余
元，梁某某的父母对被告人冯某某的
行为表示了谅解。

承包商拒绝别人“帮”看果园
400多株荔枝树被烧
事发海口红旗镇永丰果园，承包商报案后警方介入调查

被烧的荔枝树。

因为没钱上网和消费
男子持塑料玩具枪抢劫
事发琼海，男子迫于警方压力主动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