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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饭店私接水管偷水用

物业急了：
“好几年了，这下亏大了”
警方协调，餐馆签订赔偿协议书
南国都市报 1 月 8 日讯（记者 王子遥
文/图）“要不是清洗蓄水池时查到，我们
都不知道物业的用水一直被商铺偷用了。”
近日，海口市秀英区南洋市场物业公司在
对市场设施进行日常维护时，发现两家经
营餐馆的商铺私自接管，将物业管道与自
家水管连接，偷偷用起了物业水。目前，
警方已介入协调。

少。
”物业人员李先生说到。

餐馆称不知是物业水管
警方介入协调赔偿

饭店私接水管
偷偷用上物业水
8 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南洋市场。市
场经理张先生告诉记者，去年 12 月，工作
人员对蓄水池进行清理，当关闭了总水阀
后发现了一些端倪。
“市场北面的铺面被人用来经营餐馆，
他们有自己的水表，与市场是不同的水
管。总阀关闭后，工作人员偶然发现有两
家餐馆后厨断水了，于是产生了怀疑。
”
通过工作人员排查，这两家餐馆在使
用自家水管的同时，还私自将物业的用水
管与自家水管接连到了一起。
记者现场看到，在位于市场北侧铺面

看到丢失单肩包
男子“顺手牵羊”

文昌铁警通过监控寻回失物
南国都市报 1 月 8 日讯（记者
王燕珍 通讯员 陈博）看到他人丢
失的包，一男子起贪念，将包占
为己有，谁知这一幕已被监控拍
下，在文昌铁警的劝导下，该男
子认错归还了所拿的他人的包。
1 月 6 日下午，文昌站派出所
民警接到一名抱孩子的女旅客求
助称自己的单肩包掉了。民警通
过视频监控发现女旅客去候车室
卫生间上厕所时，不慎将自己的包
遗落在候车室座位上，大约 5 分钟
后，一名男子正好坐到丢包的位置
旁边，只见该名男子拿起包打开查
看，发现包里竟有一沓现金和手机
等物品后，该男子小心环顾四周发
现没人注意后，男子便将该包偷偷
拿走，并准备上站台乘车。所幸该
名男子所乘车次还未发车，民警立
即用对讲机联络站台协警，找到了
该男子带回了派出所。

白色的小口径管道为饭店私接的水管。
的背后，也就是各餐馆面向市场内的后厨
门前，一根白色的塑料水管被埋在墙边的
土里，伸出地面约 10 厘米，两家餐馆分别
用数米长的小口径水管将该水管接上，在
墙面上走管数米后连入自家水龙头。
“我们市场建设较早，这几年来，一直
看到墙面上有这两条水管。如果按小餐馆
平均每月 200 元-300 元的水费来算，这两
家餐馆这期间偷用了我们物业的水费可不

10 多辆汽车被砸坏刮花
小区一名精神病患者所为，民警将送他到医院
南国都市报 1 月 8 日讯（记者 聂元剑）从
2017 年 11 月份开始，海南农垦第一物资供销
公司大院停车场内停放的 10 多辆汽车，被人
恶意砸坏或刮花。物业通过停车场监控录相发
现，砸车刮车的人竟然是居住该小区内一位精
神病患者。
据居住在海南农垦第一物资供销公司大院
的王先生介绍，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有人已
4 次去该小区停车场内对停放的汽车进行破
坏。此人第一次对停放在停车场的一些汽车进
行敲打，第二次是刮花了一些车辆，第三次则
是把王先生等人的汽车倒车镜砸破。
近日半夜，这人再次潜入到小区停车场
后，使用铁器对王先生等 4 位小区业主的汽车
车窗进行狠砸。其中，王先生的汽车 4 个车门
窗玻璃及后挡风玻璃全部砸烂。
小区物业管理人员通过监控录像发现，进
入小区停车场砸车搞破坏的人竟然是居住在小
区内的业主张某。张某今年 40 多岁，他与父
亲同居住在海南农垦第一物资供销公司大院

女子骑车突然发病摔倒
琼海交警援手相助
南国都市报 1 月 8 日讯（记者陈康 通
讯员王敬雄 陈超英）琼海一女子骑车买菜
途中，突然身体不适并摔倒，紧接着全身
发抖抽搐。正在路面巡逻的琼海交警发现
后，及时给予了援助，化险为夷。
1 月 8 日 9 时 16 分许，琼海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大队执勤人员在文明街路段巡逻
时，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女子摔倒在路
边，身旁一辆电动车也倒在在地上，执勤

当天，记者来到了这两家餐馆，对于
偷接物业水管一事，两家餐馆的工作人员
均承认确有此事，其中一家餐馆负责人表
示，水管在他接下铺面时就已经存在了，
他并不知情。另一家餐馆则表示，不知该
埋管是物业方面的水管，接管时没考虑那
么多。
记者了解到，南洋市场物业公司已
经通过两家餐馆的房东向餐馆老板协调
此事，其中一名老板已经支付了一定数
额的赔偿，但是另一家餐馆的老板始终
不予理会。
在上周，市场方面已向辖区秀英派
出所报警，秀英派出所以物业方面无法
具体确定餐馆的偷接行为具体时间、具
体偷用水的数量有多大、数额有多少为
由，表示难以对其进行立案。在市场工
作人员与民警一同前往其中一家餐馆偷
接水管的现场时，餐馆内多名不明身份

内，父子俩都是精神病患者。从 2017 年 11 月
开始，张某 4 次进入小区停车场内砸坏刮花的
汽车 10 多辆。
小区物业垦贸物业金龙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 2017 年 11 月 20
日之后，物业管理人员与张某的弟弟取得联
系，要求其配合居委会和辖区片警来处理此
事。
同时，垦贸物业金龙服务中心还为停车场
购买了车险，小区居民的汽车被砸后，该公司
开始启动保险公司的索赔程序，在 24 小时之
内把相关信息提供到保险公司，让被砸坏的业
主汽车及时得到赔偿。
辖区派出所民警在接受记者采访介绍：砸
车人张某在去年其母亲过逝后，不与别人接
触，没有按时吃药，开始了破坏他人财物的情
况。考虑到张某无人照管的情况,民警会联合
街道办以及物业加大对张某的管控，并且及时
和监护人沟通，寻找合适的时机，依法将他控
制并且送到安宁医院治疗。

的人员还与物业人员发生争吵，并多次
推搡，最终被带回派出所接受警告及批
评教育。
市场经理张先生称，经过民警调解，
警方开具了 《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双方
约定，餐馆以每月 100 元的水费，偷接水
管时间为两年，共计赔付 2400 元水费给物
业。
“但直到 8 日，这家餐馆仍未向我们支
付这笔赔偿。如果我们近期还等不到餐馆
的赔偿，会考虑以其存有盗窃行为督促警
方立案。”张先生说。

律师建议
确定具体数额 可依法诉讼
对于南洋物业的诉求，海南维特律师
事务所律师董鹏认为，物业方面在收集好
餐馆偷水证据的同时，还是应该将餐馆方
面盗用物业水的数目确定下来，以便下一
步根据数额大小向警方报案处理。同时，
物业方面也可以采取民事诉讼的方式，起
诉餐馆盗用物业方面购买的水资源，以法
律途径维护权益。

男子嫌上班赚钱慢
“黑手”伸向休息室
南国都市报 1 月 8 日讯（记者
王天宇 通讯员 冯谋瑞 王圣）1 月
8 日，记者从海南三亚天涯边防派
出所获悉，一名外地男子李某嫌上
班赚钱太慢，竟将“黑手”伸向景
区休息室，在初次作案尝到了甜头
后，第二天再次来到景区司导休息
室准备盗窃时，被天涯边防派出所
民警成功抓获。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6 时 许 ，
天涯边防派出所接到一名群众报案
称，其在天涯海角景区的司导室休
息时，放在躺椅上的 iphone6 手
机不见了。民警随即到景区监控室
调取司导休息室及周边的监控录像
查看，发现可疑男子特征。
“警官、警官，目标再次出现
了”。1 月 4 日上午 10 点许，景区
工作人员发现可疑男子踪迹。接警
后，边防民警立即组织警力对该可
疑人员进行抓捕。10 时 30 分许，
该名可疑男子李某在景区游客中心
附近，被公安机关成功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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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正准备上前帮忙搀扶，该女子已自己
起身，重新坐回电动车上，但见她双眼紧
闭，面色苍白，趴在车头上全身发抖抽
搐。执勤人员打算询问该女子家人的联系
方式，此时正巧遇上该女子在外散步的父
亲。其父在了解事情经过后，联系家人前
来将该女子接回家。
看到该女子安然无恙地随着家人离
去，执勤人员又重新回到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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