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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5岁男童 9 楼阳台坠亡
事发时家人在家 爬上阳台玩耍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 8
日中午袁海口市秀英区某小区发生一起悲剧袁一名 5 岁
男童从位于 9 楼的家中坠落袁不幸身亡遥
据了解袁惨剧发生时男童疑因在家中玩耍袁由于大
人的一时疏忽袁男童爬上阳台处玩耍袁因阳台系隐形
防盗网袁男童不慎从防盗网的缝隙中坠落袁当场身亡遥
事件发生后袁 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长流派出所
民警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至现场调查处置遥 据出警民警
表示袁目前已排除案件可能遥 民警提醒广大家长袁暑假
期间尽量不让孩子独自在家袁 更不要让孩子攀爬阳
台尧门窗或其他高处袁一定要让孩子保持在视线范围
内袁以免发生意外遥

如何预防儿童坠楼
1尧 对于住在高层的朋友来说袁 为安全起
见袁高层建筑的防护栏杆不应拆除袁另外最好
在窗外安装隐形防盗网袁在规避安全隐患的同
时还能防盗遥 不过袁隐形防盗网也不是万能的袁
最好要定期检查遥
2尧另外我们还可以给窗户安装限位器袁以
控制窗户开启的幅度袁有了这个零件袁就可将
窗户开启的幅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遥
3尧现在窗户也有一部分是外开的袁为了安
全起见可以把平开窗改内倒窗遥 这种窗户设计
有上翻式开口袁转动手柄将窗户推出时袁窗户下
部保持不动袁上部移出窗外袁整个窗户的横截面
呈 V 字形袁 根本不可能通过这种窗户翻到窗
外袁保证了安全遥

从隐形防盗网缝隙中坠落

不顾母亲劝阻爬上挡雨棚捡手机

琼中 6 岁男童 3 楼坠下 昏迷不醒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 野有位男孩不
慎从楼上跌落袁不知道情况怎么
样了袁现场有好多人围观遥 冶8 月
8 日袁 有市民向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反映袁称在琼中县某菜市场
内袁有一名 6 岁男童不慎从高处
跌落袁伤情不详遥
记者从网友提供的监控视频看到袁8
日 13 时 22 分袁一名店主正在店内休息袁
突然野砰冶的一声袁一名身穿绿色上衣的
孩童不慎从高处跌落袁 随后躺在地上一
动不动袁 巨大的声响引来了周边市民围
观遥 有人试图上前唤醒孩童袁但都无济于
事遥 有围观市民见状立即拨打 120 急救
电话袁部分市民上前轻捋孩童的胸膛遥 片
刻之后袁 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并立即对坠
落男童进行救治遥
随后袁记者从琼中县公安局获悉袁该
事件发生在琼中县城第一农贸市场内袁
一名 6 岁男童因捡拾掉落在挡雨棚上的
手机而不慎坠落袁伤势严重遥 目前袁该儿
童已被送至海口市医院抢救遥
据介绍袁 坠楼儿童名叫符某鑫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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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冤袁 家住琼中县城第一农贸市场三楼遥
当日 13 时许袁符某鑫在家中阳台处玩手
机时不慎将手机掉落在阳台外的塑料挡
雨棚上遥 其母亲张某见状后口头要求符
某鑫不要去捡手机袁但他趁母亲不注意袁
擅自爬到挡雨棚上捡手机遥 挡雨棚因承
受不住符某鑫的重量而破裂袁 导致其坠
落至一楼水泥地面后昏迷遥
琼中县公安局温馨提醒广大家长袁
暑假期间尽量不让孩子独自在家袁 不让
孩子攀爬阳台尧门窗或其他高处遥 教育孩
子不玩家中的插座尧开关尧打火机尧尖锐
或易吞服的物品遥 家中的药品要妥善保
管袁煤气阀门要及时关闭袁热水瓶放在孩
子不易碰到的地方袁地面要保持干燥袁特
别是厨房尧洗手间和阳台遥

“我的房子被开发商卖了”
生资公司涉嫌野一房两卖冶被投诉
儋州住建局院将约谈开发商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冤 市民明先生最近两年来感觉很懵袁自
己通过抵工资和工程款的方式袁购得儋州市生产资料公司渊以下简称儋州生资公司冤开发
的生资花园项目的一套房袁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袁这套房在 3 年前被该公司又卖给
了他人并装修入住遥 由于明先生多次和儋州生资公司协商未果袁他便向国际旅游岛商报
新闻热线寻求帮助遥 8 月 8 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接报赶到现场进行了调查采访遥
在生资花园现场袁明先生告诉
记者袁2012 年至 2014 年袁他在儋州
生资公司开发的生资花园项目负
责技术工作袁后由于该项目缺少资
金袁项目部就通过抵工程款和工资
的方式袁将 2 号楼 604 房抵给了自
己遥2013 年 8 月 11 日袁他与儋州生
资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袁 合同显
示袁面积 104.9 平方米袁单价每平方
米 3800 元袁按 9.5 折计算袁最后全
价计 378690 元遥
据明先生介绍袁 签合同当日袁
他便通过抵工程款和工资的方式袁
首付了 200000 元袁2014 年 1 月 15
日又以同样的方式支付房款
100000 元袁2014 年 12 月 5 日再次

支付房款 78000 元遥
明先生称袁 由于生资花园 1 号
楼尧2 号楼没有进行竣工验收袁开发
商也没有通知他去办 604 房的交接
手续, 也没有给他开具购房的国家
税务正式发票袁 只给他开了购房收
据袁他多次催促袁儋州生资公司也没
有开税务发票遥后在朋友的告知下袁
他才知道儋州生资公司于 2017 年 8
月把他的房卖给一个姓黄的业主遥
明先生表示袁目前袁儋州生资
花园的房屋还没有通过竣工验收袁
而业主基本全部入住袁自己房子也
被野一房两卖冶卖给了他人袁严重地
侵害了他的权益遥
记者就明先生反映的 野一房两

卖冶问题袁采访了儋州生资公司总经
理吴先生袁他表示袁明先生 2014 年
之前签订的购房合同袁 他不清楚遥
2017 年签的购房合同基本情况是
这样的袁当时有售楼员说袁这套房没
有问题袁他才签字销售遥 后来他才了
解到袁 这套房子是施工方拖欠明先
生的钱袁就用这套房抵给了明先生遥
儋州市住建局住房保障管理
科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袁针对儋州生资公司涉嫌野一
房两卖冶的问题袁住建部门已接到
投诉袁决定近期约谈开发商袁就此
事让开发商做出回应遥 此外袁他还
建议明先生做好通过法律途径维
权的思想准备遥

海口面前坡

人行道 瘦 30 厘米
工地围挡喷淋喷水
市民院路面变窄还湿滑易摔倒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
明锋 摄影报道冤 8 月 8 日上午 9 时许袁 海口市
民周女士拨打国际旅游岛商报新闻热线称袁海
口市面前坡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工程
工地不仅围挡超占路面袁而且喷淋降尘袁导致
人行道湿滑袁影响行人和电动车通行袁并担心
喷洒出的水是否是干净水遥 承建单位海南第三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回应称袁围挡超占人行道约
30 厘米袁喷洒出来的水是自来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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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大麻小区种植
嫌疑人被万宁警方拘留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春棠冤 8 月 7
日袁万宁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和禁毒分局联合行动袁抓获
一名非法种植大麻嫌疑人袁收缴大麻原植物等一批物品遥
近日袁万宁市公安局城北
派出所经工作获取线索袁在兴
隆龙潭小区有人种植大麻遥 获
知这一线索后袁城北派出所深
入侦查袁得知种植大麻的嫌疑
人 叫 关某 ( 男 袁 四 川 省 人 )袁 并
摸清关某的活动轨迹遥 8 月 7
日 15 时许袁 城北派出所和禁
毒分局联合行动袁一举在兴隆

龙潭小区将关某抓获袁随后在
其房间里搜出大麻原植物 3
棵尧 电子秤及吸食大麻工具尧
大麻种子等物一批遥
经讯问袁嫌疑人关某对其
在网上购买大麻种子尧种植大
麻的事实供认不讳遥 目前袁关
某己被行政拘留十日遥 案件正
在进一步深挖中遥

接到市民所反映的情况后袁10
时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赶到了位
于龙昆南路的面前坡棚户区改造
项目回迁安置房工程工地袁 在现
场袁记者看到围挡的确超出原有的
地基袁超占人行道 30 厘米左右遥 而
工地的十多个喷淋头均设置在两
米高的围挡上袁 围挡近千米长袁而
围挡外就是人行道袁由于喷淋头不
停地喷水出来袁导致市民只能在靠
近机动车道的一侧行走袁而且还要
掩面挡水袁并放慢骑行速度袁否则
容易摔倒袁人行道和机动车道也布
满积水遥
随后袁记者联系上了该项目的

承建单位是海南第三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林工遥 林工告诉
记者袁围挡的确超出原来地基大约
30 厘米袁是因为原来地基的地势不
平袁只能往外移袁占用一点人行道
设置围挡遥
野在围挡上设置多个喷淋头袁主
要是降尘作用袁 也压低设置喷淋
头袁并且喷淋头是朝工地内的遥 可
能是刮风袁水雾才会喷洒到人行道
上遥 冶林工说袁喷出来的水是干净袁
属自来水遥
记者已将该工程存在围挡超
占路面等问题反映给面前坡片区
改造项目指挥部处理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