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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巡查前脚刚走开，他们后脚就撬窗入店盗窃，事发海口吾悦广场

3 名男子半夜连偷 9 家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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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8 月 20 日讯（记者 姚皓 通讯员 黎家锋）
近日，海口吾悦广场多家店铺深夜被
盗，8 月 20 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龙华
分局城西派出所了解到，目前该案 3 名
犯罪嫌疑人均已被抓获。

趁保安刚走开，半夜撬窗入店
根据海口吾悦广场被盗商铺向记者
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8 月 16 日凌晨，
3 名可疑男子从吾悦广场后门一部电梯
上楼，又经一家店铺门混进了商场内
部。3 点 18 分，3 名男子出现在一处店
铺门口，试图破坏门锁从大门进入，但
在发现门锁较难破坏后，又使用工具将
原本锁住的窗户打开。3 点 22 分，2 名
男子从窗户处翻入店内，便直奔收银
台，开始翻箱倒柜，而另 1 名男子则在
门外望风。3 点 25 分，2 名男子从窗户

处钻出店铺，并将窗户关上，试图假装
什么事都没发生，随后 3 人就离开了现
场。凌晨 3 点 33 分，男子又再次翻入店
内在收银柜进行翻找，在发现没有收获
后便跑到冰箱处拿走了几瓶矿泉水，然
后离开了现场。
海口吾悦广场工程物业副总刘虎表
示，犯罪嫌疑人是趁着保安刚刚巡查走
过的空档混进的商场，当天 4 时许，他
们在巡查过程当中便发现多家商户的锁
被撬开了，通过调取监控便看到了这几
名男子，时间显示他们从进店到出店仅
20 分钟左右。

9 家店铺被盗，警方抓捕 3 人
“我们初步统计有 9 家店铺被盗，
有 3 名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海口市
公安局龙华分局城西派出所民警陈家
彪告诉记者，8 月 16 日早上，城西派

出所接到报案后，立即联合飞龙大队
到现场调取监控并研判分析。警方于 8
月 19 日凌晨在龙昆南路将一名犯罪嫌
疑人抓捕到案，经过对该嫌疑人的初
步审讯和研判，又确定了其余两名嫌
疑人行踪，并于 8 月 20 日凌晨连夜将
其抓捕到案。
据 3 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事发当晚
他们曾在琼山区一家水吧喝茶到深夜，
因日常花销不够便萌生偷盗的想法。
警方初步统计，他们共偷盗 2 部手
机、1 个平板和 1000 多元现金。至到案
时 2 部手机已卖出，钱财也花完，均用
于日常喝茶、上网等花销。
“除了他们偷盗的财物外，他们通
过撬门等方式给商家造成的损失，初步
估计会有七八千元。”陈家彪说道。
接下来，海口警方还将对全市各盗
窃案高发地点重点安排警力沿街巡逻，
重点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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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凌晨出击抓捕 3 人归案

犯罪嫌疑人指认作案现场（警方供图）

《电鱼船昼伏夜出
“扫荡”
昌化江》

乐东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查扣 3 艘非法电鱼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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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晚，陵水一民房的水池内发现一条鳄鱼，消防紧急处置。

鳄鱼潜入民宅水池中

陵水消防火速擒获，鳄鱼长 1.6 米、重 30 斤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囯都市报
8 月 20 日讯（记者 利声富 通讯员 马时
政 文/图）“我家水池中有一条鳄鱼，怎
么办啊？”19 日 21 时 40 分许，被惊吓到
的陵水提蒙乡符大哥立即拨打 119 电话
求助。陵水消防救援员立即出动，赶到
现场，用胶布缠住鳄鱼嘴，将鳄鱼带
离，并联系有关部门处理。
8 月 19 日 21 时 40 分，陵水消防指
挥中心接到报警，家住陵水黎族自治县
提蒙乡大宁坡村符大哥家中的水池里有
一条鳄鱼。接到报警电话后，陵水消防
救援大队火速赶往现场处置。

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该鳄鱼约有
1.6 米长、30 斤重，体型较大。为防止
鳄鱼惊慌伤人，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警
戒并疏散围观群众。
消防指战员小心翼翼靠近鳄鱼头部
后，将绳结活套迅速套上鳄鱼脖子并勒
紧。在捕抓过程中，鳄鱼力大无比，暴
躁不安，指战员用绳索将其彻底缚住，
用胶布缠住鳄鱼嘴部，将鳄鱼安全带离
现场，并联系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陵水消防部门提醒，居民如果遇
到危险动物进入家中，切勿擅自处理，
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到场处置。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8 月 20 日讯（记者 蒙健 文/图）7 月 19
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
报 《电鱼船昼伏夜出“扫荡”昌化江》
一文刊发后，引起了乐东黎族自治县政
府的高度重视。近期，乐东组织综合执
法局等相关部门人员对昌化江流域乐东
河段非法电鱼、捕鱼等违法行为进行集
中整治，查扣三艘非法电鱼渔船，缴获
捣毁一批违法设备。
据介绍，为保护昌化江水生资源和
良好的生态环境，8 月 1 日开始，乐东
组织综合执法局、县委政法委、水务
局、农业农村局、检察院公益诉讼部、
昌化江沿河万冲镇、抱由镇等相关部门
人员对昌化江流域乐东河段非法电鱼、
捕鱼等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其中，
共出动冲锋舟四架次，查扣三艘非法电
鱼渔船，缴获电鱼及电子杆等电鱼设备，
剪除九张非法灯光网具及钢丝绳索，拆
除用于固定灯光网具的四条轮轴线。
记者了解到，打击昌化江流域电鱼
等非法捕捞活动是海南省委省政府以及
乐东县委县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部署。
为稳妥推进该项工作，乐东印发了 《乐
东黎族自治县打击昌化江电鱼等非法捕
捞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整治行动从 7 月开始一直延续到 10 月
底，共分为调查摸底、宣传发动、整改拆
除、检查验收、日常巡查等五个阶段。
经过前期的调查摸底，乐东共有

执法人员在河道主要出入口建立
永久性警示牌
279 艘三无渔船，有关部门分别召开抱
由镇、万冲镇两个片区渔船主会议，广
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与渔船主签订承
诺书 78 份，发放宣传资料及禁止电鱼
法律法规 300 余份，悬挂禁止电鱼横幅
130 条，同时在河道主要出入口建立永
久性警示牌 18 个，并张贴禁止电鱼通
告，提高广大渔民的法律法规意识。
下一步，乐东将严格按照工作方案
的要求和时间步骤，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推进昌化江流域乐东段电鱼等非法捕捞
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切实保护昌化江水
生资源和水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