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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私宅“耗”至凌晨 还损毁财物

男子非法“维权”被拘
事发东方市琼西路某地产小区 事因一起小纠纷
南国都市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姚传伟）
一起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妥善解决的小纠
纷，却因业主的一时糊涂导致自己身陷囹
圄。日前，家住东方市琼西路某地产小区的
温某因涉嫌非法入侵他人住宅、故意损毁财
物被墩头边防派出所依法行政拘留。
据了解，温某因不满小区在其居住的
E1 栋 201 室楼下安装配电柜，以“配电柜辐
射影响其养病”等为由与房地产商产生矛
盾，并几次到房地产公司经理傅某家中“讨
要说法”。
“ 我跟他说过，有什么事咱们到办
公室解决，家里是我的私人场所，我的母亲、
老婆、孩子都在，他这样赖在我家对我们的
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傅某说。
3 月 9 日中午 11 点 30 分左右，温某再

次来到傅某家中，双方发生言语纠纷，温某
情绪激动之下用傅某家中的杯子（价值 200
元左右）砸向傅某，导致杯子击中茶几后损
坏。随后温某不顾傅某劝离，在其家中一直
待到了次日凌晨 1 点。
据在现场的施工队人员陈先生介绍，发
生口角时他和小区另一名女业主一起将温
某劝到了屋外，温某还捡起屋外景观池里的
瓦片掷向傅某家的玻璃墙。因为这个动作
温某重心不稳一头栽倒在水池中，而陈先生
和女业主也被带倒在水池里。
墩头边防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赶到现
场，民警为温某拨打了 120，但温某及其妻
子均不同意到医院就医，而是称自己不舒
服，一直躺在傅某家中的沙发上。3 月 10 日

凌晨 1 时左右，民警多次耐心劝离无用后，
在使用摄像机记录现场情况的前提下，果断
将温某带上救护车，
送往医院检查治疗。
据悉，
发生配电柜纠纷后，
温某就曾擅自
闯入傅某家中讨要说法，
并滞留长达 20 多个
小时。今年 2 月份，
在民警的协调下，
温某与
房地产商初步达成一致意见：房地产商暂先
免费提供一间远离配电柜的房子供温某居
住。温某此番反悔，则是因现居住的新房内
未配有洗手间，要求房地产商为其改造洗手
间。而洗手间的问题，房地产商先前也与温
某协商过，
还免费为新房安装了水管和水盆。
目前，温某因涉嫌非法入侵他人住宅、
故意损毁财物被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学生仔吃了这家小摊的寿司不舒服
家长投诉 海口食药监责令寿司摊主停止经营
南国都市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 蒙健 文/
图）
“海口万国大都会附近一家江西瓦罐汤
店，将门口的场地租给一个寿司摊主，有学
生吃了该摊位的寿司后肚子不舒服。”19
日，有家长向南国都市报记者反映称，这处
寿司摊位所销售的寿司也不知从何而来，卫
生情况令人担忧。当天上午，龙华区大同食
药监所在接到该投诉后，立即介入调查此
事，责令寿司摊主停止经营寿司行为，并督
促瓦罐汤店不得继续为该摊主提供场地。
有家长反映，海口万国大都会义龙中学
门口一侧，有一家江西瓦罐汤，平时主要经
营中餐。
“ 听说这家江西瓦罐汤店在早餐时
间将门前的位置租给一个老板，向学生售卖
寿司。”该家长告诉记者，每天早上很多来学
校的孩子去买寿司，而这些寿司在哪里加工
的也不知道，有学生吃了之后拉肚子。
当天上午，在家长投诉后，龙华区食药
监局高度重视，立即联合辖区的大同食药监
所对万国大都会附近的江西瓦罐汤店进行
调查。在现场，执法人员未发现该店门口有
售卖寿司的情况。据瓦罐汤店秦老板介绍，
每天早在 6：00～7：40 之间，她店门前有一
刘姓摊主销售肉松香酥饭团、培根饭团等食
品，但场地并非是她租给对方的。

龙华区大同食药监所已责令摊主停止经营并督促瓦罐汤店不得为其继续提供场地。
“我们的店铺之前是一家拉面馆，我们
上个月才刚接手过来做瓦罐汤的。”秦老板
告诉记者，而在此之前，拉面馆以每月 1000
的租金，租给了刘姓摊主。她说，而他们刚
接过来，刘姓摊主与拉面馆的租期未到，因
此他便让对方在早上在门店口摆摊至本月
底为止。在现场秦老板无法向执法人员提

供摊主刘某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明，
以及饭团的制作、运输情况。
大同食药监所执法人员在了解情况后，立
即与摊主刘某取得联系，责令其停止制售饭团
行为，并督促瓦罐汤店不得再为其提供场地。
大同食药监所所长周勇表示，后期还将让管段
人员加强跟踪，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养殖场五口深海网箱被盗
南国都市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 梁振文）
临高县金牌港所处的海域，是非常适合金鲳
鱼养殖的深水避风港湾。3 月 14 日晚至 15
日早，临高县临城镇一公司的养殖基地 5 口
深海网箱被盗并被破坏，据初步估计被破坏
的网箱及被盗抢金鲳鱼价值约 100 多万元，
目前警方己介入调查。
该基地的负责人介绍，15 日上午，一名
养殖场老员工打电话称网箱被盗，
已被人拖
到岸边准备用车装走，听到情况后我们立马
赶往现场，
发现作案人已逃离现场，
随后和村
委会反映情况并报警，我们在海岸上还发现

死掉的金鲳鱼漂浮在海面。经过工作人员
自行排查和警方的勘查。养殖基地一共有
5 个网箱不见了，价值近 100 万。而网箱内
养殖的金鲳鱼，
共计有 8 万斤左右，
按照市价
每斤 15 元计算，
鱼的损失也有 120 万左右。
“他们先把网箱拖到别的地方，然后在
岸边把鱼运走，再把网箱当作废品来收购。
他们在海里有作案工具，有柴刀、有船，有一
系列的作案工具，
还有组织和经验，
对这个行
业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从作案手法来看，
我们
怀疑是一个团伙在犯案。
”
该公司的一名负责
人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了。

事发临高金牌港
场主损失近百万元

从 2016 年 8 月到现在，
公司已经陆陆续续丢
失了 70 多个网箱了。有的是完全消失不见，
有的则是几天后在远处的临高角海域发现。
对此，辖区的临高县公安局金牌边防派
出所民警表示，警方已经将在场的矿泉水
瓶，烟头等进行提取，接下来主要是针对案
件发生地，两个村周边排查。尤其是针对有
渔船的村民，比较熟悉这片海域的村民排
查，
寻找犯罪嫌疑人。
他还表示，由于案件的涉案金额巨大，
他们已经将此事上报到到临高县公安局，并
对现场进行了详细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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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男童不幸溺水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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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一民房起火

消防官兵火中抱出煤气罐
南国都市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 吴岳
文）3 月 17 日早上 6 时，屯昌南吕镇鹿寨
村一民房突然燃起大火，所幸无人伤亡。
屯昌消防大队官兵接警立即赶往现
场，起火点为民房的厨房，过火面积约
15 平米，屋顶因着火已经大面积坍塌，
消防官兵了解到，厨房内还存有一个煤气
罐和大量的木材堆垛。消防官兵立即使用
单干线水枪进行扑救，经过 30 分钟的努
力，火势被控制，消防官兵不顾危险跑进
屋，将煤气罐抱出转移到安全地带。大火
被扑灭后，屋主仍很紧张。此次火灾未造
成人员伤亡。

海口一货车与卡车追尾
事故致 1 人死亡
南国都市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 胡诚
勇 通讯员 杨宇鑫）3 月 18 日晚，海口市绕
城高速火山口出口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货车与一辆运送生猪的卡车发生追
尾，事故导致一名被困人员当场身亡。
当晚 22 时许，海口市消防指挥中心接
到相关报警后，海口消防立即赶往现场进
行救援，不幸的是被困人员已无生命迹象。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发现，现场是一
辆货车与一辆运送生猪的卡车发生追尾，
货车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卡在驾驶
室内部。消防官兵一边利用液压剪、无齿
锯对车内被困人员实施救援，一面对现场
进行警戒防止发生连环追尾事故。
22 时 30 分，120 医护人员到场确认被
困者已无生命迹象。22 时 36 分，被困者遗
体被抬出。

醉保安胡乱指挥交通
民警将其带离
南国都市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何慧蓉
特约记者陈世清通讯员李盛兰）近日，一段
男子在海口海秀中路“花拳绣腿打架”的视
频在微信圈中流传。据海口市公安交警支
队介绍，视频内容发生在 3 月 17 日上午，涉
事男子系某物业一
“喝高”的保安。
据了解，17 日上午 8 时 50 分许，一名
着黑色衣服、
戴口罩的中年男子在海秀中路
侨中路口挥拳动腿，胡乱指挥交通，随意在
马路中穿梭，
严重影响交通秩序。交警支队
龙华大队六中队队员发现该情况后，
立即向
中队长蔡剑汇报，
蔡剑组织民警带领 3 名协
警到场对该男子进行劝离。但该男子不听
劝阻，
恶语相向，
身上有浓重的酒精味。
当天 9 时许派出所民警赶来，龙华交
警大队将该男子移交大同派出所处理。据
派出所调查，该男人姓杨，是某物业的保
安。因酒喝多了做了以上荒唐举动。派出
所约束其酒醒后由其单位负责人领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