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陈女士介绍袁25日晚 9时许袁 由于是
圣诞节袁于是她和爱人还有女儿三人决定出
去一起吃饭袁选来选去选了这家瑞红达火锅
店遥 野这家火锅店我们以前去过一次袁味道还
不错袁价钱也不贵袁看着卫生情况也挺好的遥
谁知这一次却让我们大失所望遥 冶陈女士表
示袁当日她和家人点的菜上桌后袁他们去拿
餐具准备兑蘸料袁可当拿起餐具时袁她发现
餐具上有一粒老鼠屎遥 顿时袁她食欲都没了遥
随后袁她找来该餐馆的服务员袁服务员对此
表示歉意遥 野那名服务员和我们道歉袁我们要
求见餐馆负责人袁她说负责人下班了遥 服务
员也不容易袁我们也就没有为难她遥 冶陈女士
如是说遥

10时 30分许袁 陈女士一家人就完餐后
回到家遥 陈女士越想越不舒服袁越想越恶心袁

结果袁她把晚上吃的火锅全部吐了出来遥陈女
士说院野那么大的餐厅袁餐具都是经过消毒的袁
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老鼠屎呢钥 冶 陈女士表
示袁她并不需要该餐馆的赔偿和道歉袁她只希
望这家餐馆能够引以为戒袁 认真做好卫生服
务遥 让来此消费的人们能够放心就餐遥

26日下午 6时许袁记者来到瑞红达火锅
店了解情况遥该店的负责人杨女士表示袁陈女
士反映的事情属实袁 也承认了他们在管理工
作中存在的不足遥 杨女士说院野我们店里一般
情况下每个月都要灭鼠两次袁 餐具也是经过
高温消毒后才放入餐具架子上给顾客使用遥
这次发生的事的确是个意外袁 是我们管理工
作上的不足遥 冶她表示袁会虚心采纳陈女士的
建议袁好好执行本职工作遥让顾客们放心在此
就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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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摊主反映的情况袁 昨日上
午袁海南鼎臻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蒋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袁目
前袁 在辖区派出所和街道办的协调
下袁保安与摊主发生的纠纷已得到妥
善解决遥至于一些摊主提出预收的摊
位费太高要求退款袁公司决定退款自

由袁有需要退款的可以马上退款遥 并
向记者解释袁 他们公司预收的摊位
费袁如果摊主觉得太高袁公司欢迎摊
主代表进行协商袁 达到双方满意为
止遥

野我们收取明年的摊位费袁资金
全部打算将鼎臻古玩市场打造成全

省示范的文化产业园遥 给每位摊主发
放统一的衣服尧 统一免费的午餐袁统
一的垃圾桶袁还增加摄像头袁进一步
增加市场的人气率袁力争将新港鼎臻
古玩市场建设成为耶南国潘家园爷遥 冶
蒋新如是说遥

古玩市场突然预收摊位费800元？
摊主和保安发生肢体冲突 鼎臻公司院可进行协商

商报讯渊记者 李兴民 实习生 高雅冤野连续两天袁因不满新
港鼎臻古玩市场预收明年摊位费较高袁市场保安与数百名摊主
发生肢体冲突袁惊动了辖区派出所和街道办遥 冶昨日上午袁在海
口新港鼎臻古玩市场利用周末摆摊的摊主王先生向对国际旅
游岛商报新闻热线反映遥 针对此问题袁海南鼎臻文化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副总蒋新在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袁目前公司与摊
主的纠纷已妥善解决袁市场已恢复正常经营遥

昨日上午袁记者接报后赶到现
场时袁摊主与保安之间的冲突已得到
和平解决袁市场经营也已恢复遥

据一名王姓摊主介绍袁今年 7月
初袁东湖古玩市场因占道经营被政府
取缔后袁近千名摊主安排到新港鼎臻
古玩市场经营袁市场管理方答应免收
半年摊位费遥 最近马上进入临界区袁
市场管理方在预收明年 2至 3 月两
个月的每个摊位费 800元时袁不少摊
主表示生意不好做袁提出继续免租或
少收一些摊位费袁遭到市场管理方的

拒绝遥
另一名摊主称袁他们刚进场经营

时袁 市场管理方就每个摊主收押金
300 元袁 之后又收了帐篷费每摊主
500元袁 不少摊主觉得市场管理方再
预收两个月摊位费 800元袁收费太高
不合理袁便集体与市场管理方保安因
收费问题发生肢体冲突遥 摊主们认
为袁市场管理方提供的场地是公共资
源袁如果是市场里边袁收多少租金袁他
们都无话可说袁但目前市场管理方提
供的场地是公共资源袁他们认为市场

管理方借机 野敛财冶袁 收取的费用太
高遥

在采访中袁也有摊主表示袁市场
管理方虽然现在总计收款 1600 元袁
但市场方提供了经营椅子尧 桌子袁还
对帐篷进行了升级改造袁觉得市场管
理方也投资了袁收取摊位费是理所当
然的遥 至于该收多少袁可在政府部门
的安排下进行协商袁不应让政府部门
花了心血刚有人气的古玩市场再经
历野变数冶遥

哎哟喂！餐具上有粒老鼠屎
顾客望瑞红达火锅店引以为戒, 让人安心就餐 店方院管理不足袁会采纳建议

文昌边防摧毁吸贩毒窝点

连续 3天蹲守
抓获“瘾君子”
商报讯 渊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史

明冤 住在文昌市新凤路新风西里的居
民王阿姨袁近来总看到黄某家的后门袁
每天都有十几个人进进出出遥 王阿姨
得知住在这家的黄某曾因吸毒被拘
留袁于是便留了个心眼袁11月 23日袁她
悄悄给民警打了电话遥 文昌边防民警
接报后经过连续三天的蹲守袁 摧毁一
个吸贩毒窝点袁抓获吸贩毒人员 18人遥
当日袁民警接报后袁怀疑黄某很可

能又开始吸毒袁 于是派了 3名民警着
便服袁 在黄某家附近进行连续三天的
蹲守袁 先后看到有二十多名男子在黄
某家进出袁 大部分都是从后院的小门
或者是翻墙进入的袁民警断定袁黄某家
肯定是一个吸贩毒的窝点遥 11月 23
日上午袁 文昌边防支队出动 12名警
力袁准备对该窝点进行围剿遥为了不打
草惊蛇袁民警没有贸然进入袁而是在外
围蹲守抓捕遥 一个上午的时间袁就有 4
名来此购买毒品的吸毒人员被抓遥
下午 5时 30分袁 黄某从外面回到

家中袁民警们从前后同时破门而入袁当
场抓获黄某尧林某等贩毒人员 2名袁当
场扣押其持有的 1部电子称和 7粒大
小不一的毒品海洛因疑似物袁 并抓获
了符某等吸毒人员 5名遥

11名吸贩毒人员被抓获后袁民警
继续对该住宅进行蹲守袁24日袁 经过
一个昼夜的蹲守袁 民警们又抓获了 7
名前来找黄某购买毒品的瘾君子遥

商报讯渊记者 梁振文 通讯员 柳
柯 黄晓辉冤凌晨袁一对情侣在路边聊
天袁突遇歹徒持钢刀抢劫袁就在歹徒
得手欲逃跑时被巡逻的民警及时发
现并抓捕归案遥 近日袁海口琼山区人
民法院以犯抢劫罪判处卓某有期徒
刑四年袁并处罚金 3000元遥

4月 1日凌晨零时 30分许袁 卓某
伙同程某途经琼山区滨江路时袁看到
梁某和周某坐在停放的一辆三轮车
上聊天遥 卓某和程某各持一把钢刀上
前威胁梁某尧周某袁并抢走梁某钱包
(内有现金 200 元)一个尧金戒指一枚
及周某现金 180元尧金戒指一枚遥尔后
卓某尧程某将梁某尧周某绑在三轮车
准备逃离现场时被巡逻的民警发现袁
民警当场抓获卓某遥 经鉴定袁被害人
被抢财物价值 2052元袁已追回退还遥

伙同他人持刀
抢劫情侣财物
被巡逻民警当场逮住

据店主卢先生介绍袁 他和妻子
中午刚刚搬运了一车涂料上车袁随
后两人一前一 后到店内的洗手间洗
手遥 妻子刚走出来袁就看到一名男子
站在店门口准备跑遥 妻 子发现这名
男子和平常进店买涂料的工人不
同袁身上没有任何灰尘遥 于是妻子大
喊一声院有贼浴

听到妻子喊有贼袁 卢先生一下
就着急了袁 因为两人进去的时候四
岁的儿子正在 门口玩耍袁 以为有人
偷小孩袁 就发疯似的跑出来开始追
赶遥 这时在隔壁铺开店的两名小伙
子见状后袁也跟着跑了出来袁朝着拼
命逃跑的小偷追赶遥

小偷跑得很快袁在逃跑的过程
中袁不停地往地上一张张地撒钱袁就
在卢先生弯腰捡钱时袁 小偷很快就
跑得没影了袁 尽管隔壁店的两名小
伙也一直紧追不舍袁 也还是被小偷
用同样的办法给甩掉了遥

野他逃跑道路是一条断头路袁只
有一个出口遥 冶随后袁隔壁店的两名
小伙就守在路口袁 而卢先生则和闻
讯赶来的弟弟开始在断头路内开始
寻找遥 终于在一家做不锈钢店门口
将小偷逮住遥 原来小偷在逃跑的过
程中袁连续两次躲进沿街铺面袁但两
次均被店主赶了出来遥
很快袁卢先生和弟弟等几人袁一

同将这名小偷逮住袁 并报了警遥 随
后袁红岛边防所民警赶到袁将小偷带
走遥 据卢先生介绍袁 当时抓住小偷
时袁他要求小偷将钱交出来袁但是小
偷死活不承认遥 野如果他承认袁我们
就放他走了袁毕竟快过年了袁让他为
了这 1000多元钱在监狱里过年袁我
们也过意不去遥 冶卢先生说遥
据了解袁 当天在卢先生店内行

窃的小偷今年 48 岁袁姓苏袁曾两次
因为行窃被判刑遥 这次作案的时间袁
离上次刑满释放还不到两个月遥

入店偷钱遭追赶 小偷边跑边撒钱
称为自己争取逃跑时间 连续两次躲进沿街铺面袁均被店主赶了出来

摊主：生意不好做预收明年摊位费偏高

管理方：收取的费用全用来打造示范产业园

商报讯渊记者 臧会彬冤 昨日下午 2时许袁在海口海甸岛五中
路卢先生家的涂 料店内袁一名小偷趁着店主上洗手间袁打开柜台
偷走 1000多元现金袁 但不曾想刚好被从洗手间出来店主夫妇撞
见袁小偷奋力奔跑袁边跑边撒钱袁称为自己争取逃跑时间遥

商报讯渊记者 李双 摄影报道冤一个餐馆袁不管菜
肴多么可口袁如果服务和卫生不过关袁那也是不被顾
客接受的遥 12月 26日下午袁商报记者接到市民陈女
士反映袁她和家人在海口龙昆南路的瑞红达火锅店就
餐时袁发现餐具上沾有老鼠屎遥 虽然该火锅店的服务
员及时道歉袁但陈女士认为袁在外就餐就图个干净卫
生袁她希望该火锅店引以为戒袁让顾客们安心就餐遥

银 海口新港鼎臻古玩地摊市场

银 瑞红达火锅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