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11日下午 2时 30分袁商报记者在
海口海秀东路北方大厦楼下见到了陈先生遥
野我 2016年 12月 25日自己付费去换新的屏
幕袁12月 27日就发现它破裂了袁手机我没有
摔袁外面包的钢化膜还是好好的袁拿到售后
维修店却说这是人为损坏的袁不在保质的范
围内遥 冶新换的手机屏幕三天内就破碎了袁对
于售后判定为人为损坏袁陈先生表示无法理
解袁还对小米授权的海口鑫信联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是否有技术鉴定方面的资格存在疑
惑遥

记者随陈先生来到北方大厦二楼小米
授权服务中心了解情况遥 店长郭先生表示袁
自己是通过相关培训袁并取得资格证袁并出
示了证书给记者看遥

对郭先生给出的解释袁陈先生表示怀疑

证书的权威性和郭先生的资格遥 为了验证小
米售后服务中心给出的售后服务记录单是
否合理袁记者拨打了 12315反映问题袁随后袁
工商部门人员来调解此事遥 野小米售后这里
的相关证明是合格的袁 授权书也是真实的袁
如果陈先生还是无法相信袁可以找第三方鉴
定袁或者走法律途径遥 冶工商部门人员对于陈
先生反映的问题给出了解释遥
记者拨打了小米官方热线袁 咨询如何解

决售后服务的鉴定结果存在疑惑的问题遥 客
服解释说去官网申请袁通过了按照给出的地
址袁把手机寄过去袁然后做相关的技术鉴定遥
最后袁陈先生表示袁自己将要去官网申请做
更权威的技术鉴定袁如果鉴定结果还是判定
为人为损坏袁他将会找第三方鉴定机构继续
鉴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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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烧成空壳
琼山消防扑救

上学这么久，如今竟然无学籍号
读者投诉院希望给个说法 东方教育局院符合条件袁一个星期内能办好

商报讯(驻东方记者 吴平 摄影报道)日前袁家住
东方市华侨农场王外村的兰女士向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反映袁 称她的两个儿子几年前都转学到东方市
振华寄宿学校读书袁不知道为啥袁大儿子有学籍袁小
儿子却没有遥 她希望记者帮助调查此事遥

洋浦成功救助
两名遇险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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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数字记者 郑邦京
通讯员 宣萍冤 11日 7时 50分袁 洋浦
海上搜救分中心接报院一艘野三无冶渔
船在 20毅09忆N /109毅29忆E处主机故障袁
船舶失控袁船上两人袁请求救助遥

接报后袁洋浦海上搜救分中心立
即核实险情袁 并采取以下救助措施院
一是请求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协调
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对遇险船
舶的漂移路径进行预测曰二是将情况
通报渔政部门袁要求通过北斗系统联
系遇险渔船附近的渔业船舶前往救
助曰 三是通过 VHF协调过往商船参
与搜救曰 四是协调地方政府派出公务
船艇进行搜救遥

14时 22分袁 两名遇险渔民安全
上岸遥 至此袁搜救行动圆满结束遥

针对此事袁记者来到东方市教育
局采访遥据东方市教育局学籍管理员
刘琼霞说院关于麦如彪同学为什么学
籍号没有办下来袁主要原因是当时麦
如彪 2013 年正在华侨农场读一年
级袁那一年正好没有新的录入学籍系
统袁到二年级又到县城振华民办学校
读二年级袁2014年就开始使用全国
学生学籍系统了袁在这 3年时间一直
没见振华学校送过来录入学籍号遥刘
琼霞说袁2016年春季开学袁振华学校

当时送过 50名申请学籍号的学生袁
当时就不生成袁通不过遥主要原因是院
在这批送上来申请学籍号学生中袁有
的学生在其他学校已经有学籍号了遥
所以在录入系统时就无法生成成功遥
2016年底振华学校又再送一批过来
申请学籍号袁还是无法生成成功遥
刘琼霞说袁很多次要校方回去清

查袁是否有外省或本省学生学籍已经
办过的遥至于振华学校说办学籍必须
等 2年袁这是不存在的遥 有一些民办

学校私自招生袁 没有及时上报教育
局袁所以才造成无法生成袁无法录入
系统遥 在申请学生学籍号中袁学校必
须整理好学生的转学申请表袁查清学
生是否在外省申请过学籍号袁本省学
生是否办过学籍号袁 如查清楚后袁送
到主管的教育局袁符合条件的一个星
期内申请就能办下来了遥 同时袁下一
步教育部门加强对民办学校设立学
籍管理员袁规范学校转学管理袁加强
对学生信息的管理遥

手机屏才换不到三天，莫名其妙破裂了
市民院手机没摔 服务中心院人为破坏 12315院可找第三方鉴定

海口一男子因车祸无名指被撞骨折 肇事者是这么做的

拒付误工费，肇事者玩“躲猫猫”
商报讯渊记者 符雄助 实习生 张瑞麟 摄影报道冤近日袁海口一男子阿锦渊化名冤向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反映袁日前袁他因一起车祸袁无名指被撞骨折袁影响工作和生活袁他多次联系肇事
者协商医药费和误工费袁对方不但不接听他的电话袁干脆将他拉黑遥 野当初因为肇事者的妻子
与我是老乡袁我以为他们会认真处理好后续的赔偿问题袁肇事者留下联系方式和身份证后我
就让他们走了遥冶肇事者陈某称袁已经按赔偿协议支付医药费袁不愿再支付误工费遥处理该起事
故的交警称袁由于双方已经签订赔偿协议袁如果阿锦不服袁可向法院起诉遥

其他学校转来 33位学生也没学籍

在其他学校已经有学籍了，通不过

赔了三千元的医药费

双方无法协商达成一致

商报讯 渊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王
咪 摄影报道冤 1月 9日晚上 11时许袁
海南东线高速路海口往三亚方向距定安
县 5公里处有一小轿车自燃起火遥 接警
后袁 海口市琼山区消防大队立即出动 3
辆消防车共 15人赶赴现场处置遥
消防官兵发现有一辆停在路边的起

亚 SUV起火袁车内无人员被困袁大半个
车身已被大火包围袁情况紧急遥 指挥员
命令院泡沫车迅速出水枪对燃烧的车体
进行灭火袁同时注意对油箱的冷却袁防
止发生爆炸遥经过 10分钟的扑救袁最终
将火扑灭遥 为了防止火情复燃袁消防官
兵对车辆进行了详细的检查遥
据司机介绍袁 当时正开着车子在

高速路上袁忽然听到车子野嘭冶一声袁就
看到前车厢冒烟袁 随即想拿后车厢的
车载灭火器处置袁但后车厢打不开袁他
就脱下外套跑到前车厢去扑灭火苗袁
火苗却没被扑灭袁 火势反倒越来越大
了袁吓得他只好赶紧逃离现场遥 事后袁
消防官兵问起司机袁 车上的灭火器是
否有效遥 司机却回答袁灭火器是坏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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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渊记者
邝清晶 实习记者
符才玉 摄影报
道冤 1月 11日袁陈
先生拨打国际旅
游岛商报新闻热
线称袁自己新换的
小米手机屏幕在
三天内无缘无故
就破裂了袁拿到小
米授权服务中心
却被判定为人为
损坏袁这是什么原
因呢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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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双
方签订协议书

发生交通事
故的电动车

当记者致电陈某妻子袁陈某妻子表示袁根据
协议书袁阿锦应去指定的医院打针袁能报销遥 野可
是他回乡镇小诊所打袁 不能报销袁 我干嘛要承
担遥 冶 此外袁 她认为协议书并未声明支付误工
费遥 针对双方争议袁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亮表示袁正常情况下袁如果造成人身损害一

般需要赔偿医疗费尧营养费和误工费袁如果后
续需要治疗袁 肇事者需要赔付后续治疗费袁赔
付误工费的标准要依据误工周期进行鉴定遥 如
果双方无法协商达成一致袁可通过司法途径解
决遥 截止记者发稿袁双方就赔偿误工费和后续
治疗费未达成一致意见遥

2016年 5月 17日袁陈某在与朋友喝酒后袁
骑着一辆电动车袁在海口世纪大桥附近与阿锦
的电动车发生剐蹭袁阿锦的无名指被陈某的车
把手猛烈冲撞遥

据陈某妻子介绍袁陈某很少喝酒袁但当天
为了应酬喝了不少酒袁 陈某在撞到阿锦后袁未
逃跑袁而是留下来与阿锦一起去医院袁并赔付
了阿锦前期约三千元的医药费遥 阿锦说袁车祸
发生在单行线上袁撞到他后袁下车后满身酒味遥

据双方的协议书可知袁野陈某承担阿锦在
指定医院的医药费直到对方完全康复袁其他事
宜概不负责遥 冶而现在阿锦认为袁自己并未完全
康复袁 手部因疼痛近期又打了几百元的止痛
针袁 对方并未按照协议支付医药费至完全康
复遥 同时袁阿锦说因为手指骨折后静养一段时
间袁现在仍不能复工袁因此向陈某提出索要误
工费和后续的医药费遥目前只留了一张协议书
和肇事者陈某妻子的身份证号码遥

兰女士告诉记者袁她的小儿子麦
如彪在 2014年转学到东方市振华寄
宿学校读小学二年级袁因为去年 7月
孩子要参加考入市里思源学校的报
名袁她才知道孩子没有学籍号袁无法
报名参加考试遥兰女士说院野大儿子学
籍有了袁小儿子为啥没有钥 我希望学

校和教育部门给我一个说法遥 冶
随后袁记者赶到东方市振华寄宿

学校采访遥该校分管学籍管理的向女
士表示袁 学校每个学期都会审查袁对
转入学校的无学籍的插班生袁都会将
补建名单上报给教育局遥

向女士还告诉记者袁 包括麦如

彪袁 还有从其他学校转来的 33位插
班生没有学籍遥 野这些补建名单我们
已提交了袁如今还没生成遥 冶向女士
说袁教育局那边让我们等袁也不知到
那个名额是怎么给的袁学籍毕竟关乎
到孩子的升学考试袁他们学校不敢怠
慢袁现在也非常着急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