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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长丰野6窑5冶重大交通肇事案告破

撞人死后逃逸拖拉机司机被刑拘
5日中午 1时 20分袁 万宁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接到市局 110指挥中心转
警有群众报警袁 在长丰镇往黄山方向
北公湾路口处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袁一
中年男子不治身亡袁 请速派警员前往
处理遥 接报后袁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民警
立即赶往现场处警遥 经初步勘验及调
查发现袁 事发现场一辆两轮摩托车倒
地袁两轮摩托车驾驶人李某某袁现年 38
岁袁系万城镇北坡刘村人遥 经医生确认
已死亡遥 交通肇事车辆逃之夭夭袁事故
现场除了摔在地上的两轮摩托车外袁
没有任何对破案有价值的东西遥 据现
场围观群众及死者家属反映袁 该肇事
车辆疑为货车或农用车遥
第二天 6时许袁死者家属以肇事车

辆尚未找到袁 要求公安交警立即破案
为由袁纠集北坡家属亲戚 30多人到万
宁市交警大队办公楼尧 市委市政府大
门袁扎设白布袁妇女们在哭灵袁加压政
府尧要求公安交警部门火速破案袁影响
极坏遥
案件发生后袁万宁市公安局党委

高度重视袁交警大队立即启动重大道
路交通逃逸事故侦破预案袁成立专案
组袁办案民警对事发周边进行调查走
访袁调取长丰路段沿线的相关监控视
频遥但长丰镇往黄山方向北公湾路口
路段属于乡村路段袁 未按装视频监
控袁事故时间正逢中午袁天气高温酷
暑袁现场无目击者袁这对破案工作带
来层层阻力遥 经走访调查袁未找到有

直接的目击者袁所有所谓的目击者均
是听他人描述袁 无法提供有效线索袁
而再远距离的监控视频往事发现场
方向中间存在岔路袁也无太大价值案
件的侦破陷入了僵局遥死者家属硬是
制造公安交警办人情案的谣言袁并天
天在市委尧 市政府门口挂白布横幅尧
设灵牌袁对天哭叫袁纠缠要挟公安交
警对破案时间做出承诺袁否则继续要
上省政府上访遥

6 日 12时许袁交通民警对死者家
属耐心的解释工作袁化解矛盾袁对其
家属推搡拉扯尧谩骂侮辱袁民警一直
坚守现场袁在维持秩序的同时耐心做
家属工作袁保持理性克制袁避免了群
体性事件遥

商报讯 渊驻万宁记者 王春
棠 通讯员 曾望 摄影报道冤6月 5
日袁万宁长丰辖区发生一起交通
死亡肇事事故袁 造成 1名中年男
性当场死亡遥 万宁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成立专案小组袁通过大量痕
迹鉴定尧技侦查控等工作袁还原
事故真实情况袁最终将肇事者绳
之于法遥

为尽快查明事实真相袁侦破此案袁
万宁交警大队邀请省尧市两级痕迹尧法
医鉴定专家袁对事故现场尧涉事摩托车
进行仔细检验遥 经省尧市两级专家集体
分析袁 一致认为交通肇事车辆应为货
车或者农用车遥 根据专家的分析意见袁
专案组决定在万宁电视台及各大媒体
上发布悬赏 5000元人民币寻找破案
线索袁同时调整侦查方向袁派出警力对
事发路段附近所有有大型车辆进出的
工地尧厂矿尧企业进行摸排走访曰同时袁
安排精干警力在事发路段附近进行对
时访问遥

13日下午 5时许袁 重案组民警在
长丰镇往黄山方向事故车辆必经路段

的一处家庭农场袁 发现树叶掩盖下的
偏僻处有一个私人安装的监控视频摄
像头遥 办案民警立即和该楼房主人沟
通说明用意袁 通过调取事故时间该路
段视频监控袁 在调查甄别中发现 3辆
事故发生时段通行该路段的四轮自卸
拖拉机有作案嫌疑遥 其中两辆均无号
牌袁 办案民警马上传唤其中一辆有号
牌的四轮拖拉机驾驶人纪某某遥 民警
发现在对纪某某询问中袁 其有故意说
谎的情节遥 该车驾驶人纪某某有重大
作案嫌疑遥 随即袁专案组一方面加大对
嫌疑人纪某某的审讯力度袁 开展政策
攻心袁功夫不负有心人袁纪某某终于供
认另外一辆涉嫌交通肇事的无号牌四

轮拖拉机遥
当晚 6时许袁办案民警根据获悉重

要线索袁 找到了事发当天与纪某某所
驾车辆先后一起运载石粉的四轮拖拉
机驾驶人渊欧某炳 袁男袁现年 30岁袁系
万宁市东澳镇分洪村委会人冤遥

经重案组民警审讯袁6月 14 日凌
晨 4时许袁肇事嫌疑人欧某炳才主动交
代院案发当日他驾驶牌无号牌自卸四轮
拖拉机经过事发现场袁和死者对向驾驶
的摩托车发生侧撞袁摩托车摔倒袁摩托
车驾驶人摔倒在地后不动袁他听到巨响
后不敢停车袁 驶离现场之后绕道离开遥
目前袁犯罪嫌疑人欧某炳被万宁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遥银嫌疑人及肇事车辆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18日上午袁海
口市演丰镇举行乡贤座谈会袁 共商演
丰镇发展方向遥

座谈会上袁乡贤代表各抒己见袁纷
纷为演丰的发展出谋献策遥 代表们提
出袁以高起点尧高标准做好演丰发展规
划袁并坚定不移的贯彻实施袁指导演丰
全面发展遥 并且要合理尧科学尧高效利
用土地资源袁 在做好环境保护的基础
上袁实现演丰可持续发展遥 同时袁要深
入挖掘演丰本土文化袁 结合新型城镇
化建设袁 打造演丰特色优势产业曰此
外袁 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群众生活水
平随着演丰发展而不断提高袁 并加强
宣传引导教育袁 帮助群众养成积极健
康向上的生活习惯遥
演丰镇镇委书记黄海鹄表示袁镇

委尧 镇政府将虚心接纳代表们提出的
宝贵意见和建议袁结合省尧市尧区相关
政策袁制定切合演丰实际的发展措施遥

海口演丰镇举行乡贤座谈会

乡贤参观考察
共商乡村建设

商报讯 渊记者 肖卫香 王棣冤18
日袁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健康植保-野药
肥两减冶专家行要要要海南省土壤全程
综合治理与作物健康植保技术研讨
会暨佰丰汇开业庆典海口召开遥
据悉袁 本次研讨会旨在贯彻落实

农业部 2015年下发的 叶到 2020年化
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曳 和 叶到
2020 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
案曳遥 在海南省的落地推进 野药肥两
减冶袁 有助于推动海南农业可持续发
展袁确立发展绿色农业和保护生态的
观念袁加快形成资源利用高效尧生态系
统稳定尧产地环境良好尧产品质量安全
的农业发展新格局遥

“药肥两减”研讨会

日前海口召开

两轮摩托车驾驶人身亡 交通肇事车辆逃之夭夭车祸

私人监控发现嫌疑车辆 连夜追击抓获一嫌疑人破案

记者采访中袁这些报刊亭商户
几乎都表示如今的经营状况并不
理想遥南沙路一个经营十年报刊亭
的商户告诉记者袁在几年前袁每天
各种报纸能卖几十份甚至上百份遥
而现在袁 虽然报刊亭里还售卖报
纸袁但销量早已大不如从前遥野一天
能卖出个二三十份就不错了袁现在
年轻人谁还看报纸啊浴 拿着手机尧
电脑随便搜搜袁 什么新闻都有啦 !
目前报纸的销售对象主要是中老
年人袁如果附近有学校有时还会有
几个学生买上几本娱乐尧漫画杂志
什么的遥 冶他说遥
他还表示袁以前每个月的报刊亭

管理费尧 水电费等加起来要两千多

块袁 仅靠售卖报刊杂志已很难维持
一家人的生计袁 所以他们会选择经
营其它用品来补贴家用袁如饮料尧游
戏卡尧充值卡尧收发快递尧充电机尧香
烟尧零食等遥 野报纸是每天都需要卖
的袁 发行局工作人员每天都会送来
报纸尧杂志袁相关部门有时候也会过
来检查袁但销售哪种报纸袁每天销售
量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预定袁 虽说
是经营范围扩大了袁 但收入远不及
以前袁 原来一个报刊亭能够我们一
家人的开支袁 现在也就能挣个零花
钱遥 冶他告诉记者遥
据业内人员介绍袁海口市眼下共

有约 300处报刊亭袁销售额较比两年
前较少了三四成遥

报刊亭转型：卖杂货代缴费
商户院如今买报纸杂志的人少了 只能扩大经营维持生计

商报讯渊实习记者 陈德文 摄影报道冤 报刊亭顾名思义就是销售报纸读物的站点袁兴起于 2000年左右袁不仅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袁
完善城市文化功能袁还解决了部分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袁曾被视作各个城市的文化符号尧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袁是城市文化传播的窗口尧精
神文明建设的阵地遥 记者昨日走访海口市几十家报刊亭发现袁海口市各个街边报刊亭售卖的报纸尧杂志越来越少袁大部分报刊亭存在经营不
规范尧俨然沦为杂货铺遥

近年来袁 随着网络的兴起袁手
机尧电脑等广泛使用袁我们体验到
网络信息带来的便捷袁报纸尧杂志
不再成为年轻人阅读新闻的选择袁
遍布在大街小巷的报刊亭也难现
昨日风采遥 最近袁记者走访海口报
刊亭发现袁 部分报刊亭超范围经
营袁除了售卖报纸尧杂志书籍之类袁
还兼卖食品尧烟酒尧饮品尧槟榔袁同
时还承担临时充电尧各种功能费用
代缴尧彩票尧机票等业务袁俨然成为
一个多功能的杂货铺遥
在一个报刊亭袁 一名购买槟榔

干的年轻人针对记者问他会不会在
报刊亭购买报纸时袁 笑着说现在什
么年代了袁新闻网上啥时候没有啊袁
想看什么新闻手机尧 电脑一搜就出
来袁谁还跑去报刊亭去买报纸呀遥 但
当记者询问他袁 报刊亭存在是否有
意义时袁他表示袁上一辈人从报纸上
获取信息袁 他们或因为不懂使用手
机浏览新闻袁 或手机上的字幕太小
不好浏览的原因袁 报刊亭的存在对
他们来说是获取信息的一条重要渠
道袁报刊亭方便了这些人的生活袁也
解决一些人的就业问题遥

记者昨日走访海口市多家报刊
亭发现袁 部分报刊亭内部冰柜尧饮
料尧槟榔尧香烟架已经占据了很大部
分空间袁 只有少量的报纸和杂志摆
在报刊亭里面遥 记者在海口市国贸
路看到袁几平米的一家报刊亭袁除了
摆放着杂志报纸之外袁 还卖各类香
烟尧副食产品尧饮品和雪糕尧生活用
品杂货等袁 门前还挂放着电动车快
速充电设备曰 在金盘路的一家报刊
亭袁经营者在里面堆放着椰子售卖袁
还有散装面包尧火腿肠这样的熟食袁

记者又接连走访南沙路尧海秀路尧府
城路等多条道路几十家报刊亭发
现袁 部分报刊亭空间基本被各种零
食占据遥原本一个小小的报刊亭袁却
开始变成了一个小卖部袁 随处可见
早餐尧各种饮料尧冰柜等遥 记者看到
这些报刊亭的摊面上袁报纸占据的位
置已经很小袁娱乐休闲杂志尧漫画为
主袁甚至有些报刊亭仅上面挂架上挂
着几本漫画袁报刊亭里货架上摆满了
饮料尧零食等杂货袁报刊亭已经日渐
成为混搭的杂货铺遥

户商 扩大经营范围维持生活

民市 报刊亭难现昨日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