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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袁冯某渊37 岁袁小学文化袁海南海口
人冤 2014年 11月 17日授意王某和黄某二人
到海榆中线永兴方向八公里处袁 打砸湖南一
工程公司海口某文化旅游城项目的一辆卡
车袁 致该车前挡风玻璃破损曰2015年 1月 11
日凌晨袁 冯某带领王某等 4人驾车窜至龙昆
南延长线消防培训基地对面袁 由王某拿着准
备好的铁锤将海南一工程公司该文化旅游城
项目的一辆铲车尧 两辆挖机的挡风玻璃及门
窗玻璃砸损曰2015年 1月 16日凌晨袁 冯某指
使王某等 4人驾车来到龙昆南延长线石材厂

对面袁 由黄某下车用铁锤将海南该工程公司
文化旅游城项目的另一辆挖机的挡风玻璃及
门窗玻璃砸损遥经鉴定袁被砸工程车玻璃等物
品价值共计 4142元遥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袁 冯某纠集他人

任意损毁他人财物袁情节严重袁其行为已构成
寻衅滋事罪袁应予惩处袁还曾犯抢夺罪袁寻衅
滋事罪袁系累犯袁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袁但冯某
犯罪后有自动投案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袁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袁综上袁判处冯某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遥

商报讯 渊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
道冤昨日袁有市民拨打国际旅游岛商
报新闻热线称袁 在海口市红棉西路
与紫荆路交汇处机动车道有一个通
讯缆线井盖断裂了遥
昨日 10时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

者来到现场袁 发现这个危险的井盖
就在红棉西路的机动车道转弯处袁
井盖已经破损不堪袁折成两瓣袁只剩
下连着的钢筋遥 为了让过往的行人
和车辆注意到这个安全隐患袁 有市
民在井盖缺失的地方插上了椰子
叶袁 以提醒路人和车辆不能从井盖
这个位置经过遥

野这样很不安全袁行人和车辆
稍不注意就很容易踩进去袁存在着
一定的安全隐患袁这个井盖损坏和
塌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遥 冶从一旁
经过的周先生说袁 走路还好一点袁
开车就很危险了袁希望早点把它修
复好遥
随后袁 记者从海口市 12345市

民专线了解到袁 通讯运营商将尽快
更换断裂的井盖遥

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昨日袁有网友
报料称 袁5 月 18 日 7 时
许袁位于海口市海秀中路
凤凰新村旁马路上的一
处井盖野脱岗冶袁水流不断
喷涌而出遥 该网友表示这
是两个月以来该路段至
少第三次发生同样状况袁
给过往车辆行人造成很
大不便遥在网友提供的视
频中袁记者看到该路段以
及附近加油站旁一处斜坡的路
段已经水流成河遥

昨日下午袁 国际旅游岛商
报记者对海秀路水流成河这一
情况进行回访袁 发现井盖已经
修复袁路面也没有了积水现象袁

然而记者在位于海秀中路凤凰
新村公交车站旁看到有污水从
公交车站牌旁冒出袁 流向约十
米处的下水道中遥 野已经有一个
月袁没有看到有人来修遥 冶一旁
开小卖部的阿姨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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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袁海南海商报业集团拟对财
务软件采购项目进行招标袁诚邀合格投标人
参与投标遥

一尧项目名称院海南海商报业集团财务
软件采购

二尧招标方式院公开招标
三尧招标内容院财务软件采购尧安装尧培

训尧维护服务等遥 渊具体参数尧技术规格与要
求可联系索取冤

四尧采购单位院海南海商报业集团
五尧资质条件院
1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袁营业执照尧税务

登记证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各种合法有效证
件遥 招标内容在其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遥

2尧 必须具有生产或供应所招标产品的
资质及能力袁具备良好的企业信誉袁必须有
完善的售后服务机构袁必须遵守相关法规遥

3尧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袁不得分包
及转包本项目遥

六尧报名截止时间及所需资料院

报名时间院 即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1 日
前袁逾期不再受理遥

提交资料院
渊1冤投标报名申请表渊可联系索取冤曰
渊2冤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渊如非法人代表

本人参加冤曰
渊3冤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

印件曰
渊4冤营业执照尧组织代码尧税务登记副本尧

软件产品质量管理 CMMI认证证书尧销售授
权委托书等复印件遥

七尧报名方式院
在招标单位报名或上述资料加盖公章的

电子扫描件发送至 154159674@qq.com
八尧开标时间尧地点院待定遥
招标单位联系部门院 海南海商报业集团

行政办公室
地址院海口市龙华路 15号财盛大厦 25楼
联系人院唐伟杰
联系电话院0898-66203499

财务软件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投诉/热线

妻子产下左脚畸形心肌受损的婴儿 3个月后夭折 丈夫伤心痛诉要要要

产检结果正常，为何生下畸形女婴？
医调办介入调查 最快 5个工作日答复

商报讯渊记者 蔡磊冤5月 18日袁家住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龙逢村的袁锡芳向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反映袁称今年 1月 27日袁其妻子在海口
市第三人民医院产下一女婴遥老来得子的他袁还没来得及高兴袁却发现女婴左脚畸形袁且医生告知心肌受损袁虽然经过医生的救治后出院袁但女
婴仅存活 3个多月便夭折了遥 对此袁袁锡芳十分不解袁因为在分娩之前袁其妻子共做了三次产前检查袁最近的一次是在离孩子出生仅 47天袁检
查报告显示腹中的胎儿正常袁那为何孩子出生后不仅左脚畸形袁且心肌受损遥 目前该院医调办已经介入调查遥

海秀中路井盖莫名“脱岗”
斜坡路段水流成河

红棉西路井盖断裂成“陷阱”
通讯运营商将尽快更换断裂的井盖

为阻止他人施工 自己承领业务

男子伙同他人打砸工程车获刑

商报讯 渊实习记者乔建华 通讯员
陈南南冤 海口一男子吴某桥只因与家人
起争执袁 为泄愤便接连放火烧毁两处
房屋遥日前袁龙华区法院一审以放火罪
判处吴某桥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遥

据悉袁2015年 9月 29日凌晨袁吴
某桥在外与朋友喝酒后回到位于海口
市龙泉镇某村的自家祖屋内休息袁因
琐事与哥哥吴某鹤在微信上开始争吵
起来袁 随后放火点燃祖屋中吴某鹤房
间内放在衣柜旁的塑料袋袁 致使衣柜
也开始燃烧袁后吴某桥离开祖屋遥 在途
经该村内其父亲和二哥一起居住的家
时袁 吴某桥发现房门处有被塑料袋垫
着的木料袁 便再次使用打火机将塑料
袋点燃致使木料燃烧遥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袁 吴某桥

无视国家法律袁 故意放火焚烧公私财
物袁危害公共安全袁其行为已构成放火
罪袁应予惩处遥

男子与家人争执
放火烧屋被判刑

针对袁锡芳的质疑为何三份
超声检查报告都没有显示出胎儿
存在畸形遥 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
妇产科专家袁专家表示袁胎儿在 20
至 26周之间袁 可以通过做三维尧
四维彩超来确认是否存在畸形的
情况遥 正常情况下在这期间就已
经能诊断出兔唇尧无脑等情况袁但
是能否检查出来袁 这与所在医院
的检查设备有关遥 一般在设备齐

全的大医院袁都能检查出来袁但是
准确率并不是 100%遥

5 月 18 日袁 记者向海口市
第三人民医院医调办反映此事袁
医调办的工作人员表示袁将涉及
的科室进行调查袁最快 5 个工作
日袁 最慢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答
复遥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将继续
关注此事遥

袁锡芳今年 54岁袁因为腿部残疾袁靠着种地和开摩的
为生遥 因为家境贫寒袁成家立业成了他最头痛的事遥 去年他
才通过别人介绍袁与 29岁的弱智妻子林芳玲成家遥 成家后
不久袁袁锡芳的妻子便怀了身孕遥 老来得子袁这对于他来说
是莫大的幸福遥

野因为我的脚残疾袁老婆有弱智袁所以我害怕生出来的
孩子有问题袁于是便去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做了 3次产检袁
3次产检都显示正常袁我才放心遥 冶袁锡芳说遥
今年 1月 27日袁林芳玲在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产下一

女婴遥 这让袁锡芳兴奋不已袁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袁医生就
告诉他女婴出生后仅有 4斤袁且左足仰足畸形袁出现心肌受
损袁还患有新生儿黄疸遥 野听医生这样说袁我感觉被雷劈一
样袁头都懵了遥 冶袁锡芳告诉记者袁他想不到袁自己已经考虑
了这么多袁最终孩子生下来袁还是出现了问题袁这让他感到
很绝望遥
袁锡芳告诉记者袁为了救治女婴袁医院建议其让女婴住

进保温箱袁他接受了医生的建议遥 野2月 4日袁医生告诉我们
可以带孩子回家了袁然后我就把孩子接回家里面袁但是孩子
一吃东西就吐出来袁根本不能吸收袁中途也去过其他医院袁
但是都没有用遥 4月 4日清明节那天袁孩子就夭折了遥 冶
为了妻子能生下健康的孩子袁 袁锡芳向亲戚朋友借

了钱袁让妻子能够接受正常的检查遥 野应该做的检查我都
做了袁但是现在在我看来那些检查都是没有用的遥 冶袁锡
芳说院野现在留给我的有一万多元的债袁医院那边也没有
给我解释清楚原因袁我就是希望医院能告诉我袁为什么
三次检查都说正常袁但孩子生下来后却出现了这么多的
问题钥 冶

“产检正常却产下畸形女婴”

根据袁锡芳提供的三份超声
图文报告显示袁 其妻子林芳玲在
2015年 9月 10日做了第一次检
查袁超声图文报告的检查提示称院
野宫内孕尧单活胎袁符合 17+周冶曰第
二次检查是在 2015 年 10 月 19
日袁 检查报告中有一段内容显示袁
胎儿胸心比例大致正常袁左尧右心
房大小大致正常袁左尧右心室大小
基本相等遥四肢双侧上臂及其内肱
骨可见袁双足可见袁胎动好遥胎儿部
分手指尧 脚趾因遮挡或呈握拳状
显示不满意遥 检查提示显示院野宫

内孕尧单活胎袁符合 22+周冶曰第三
次检查发生在距离分娩 47 天的
2015年 12月 11日遥 检查提示显
示院野胎儿心动过速袁 心脏结构正
常曰彩色多普勒血流未见异常遥

另外袁 在报告的底部有 4点
蓝色字体的备注袁 大致的意思是
超声检查是一种无创的检查袁有
一定的局限性遥 能发现部分胎儿
畸形袁但不能查出所有畸形袁即诊
断符合率不能达到 100%遥 而且不
是每次检查都是以检查胎儿畸形
为目的遥

三份超声检查报告未说明胎儿异常

专家表示产检准确率不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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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红棉西路上的井盖断裂银凤凰新村旁马路上野脱岗冶的井盖

商报讯渊实习记者 乔建华 通讯员 陈南南冤海口一男子冯某为了阻止他人施
工袁自己得以承领某文化旅游城绿化工程的红土供应业务袁伙同他人多次打砸海
口市龙昆南延长线某工地的工程车袁致多辆工程车损坏遥 日前袁龙华区法院一审
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冯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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