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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周月
光）一台电视机，从三亚托运到海口，一
个月过去了，市民李先生却没有收到。
李先生很纳闷：我托运的电视机去哪儿
了？

李先生在三亚市崖城镇工作，几个
月前，他买了一台电视机，价值5000多
元。10月15日，他想把电视机带回海

口，因为体积比较大，携带不方便，有朋
友告诉他，火车头物流公司开通三亚至
海口专线，托运既便宜又快捷。于是，他
找到火车头物流公司崖城收货站，办理
了托运手续，交了30元运费。

然而，直到11月初，李先生没收到
电视机。他多次电话询问物流公司，物
流公司工作人员开始告诉他：帮你查
查，三天内给答复。过了三天，李先生
再次询问，得到答复依然是：三天内给
答复。又过了三天，李先生再次电话询
问时，物流公司不接电话了。

无奈之下，11月15日，李先生投诉到
省12315中心，希望找到电视机的下落。

11月17日上午，根据李先生提供
的托运单上的电话号码，记者采访了火
车头物流公司。一位郑姓工作人员说：
10月15日确实受理了李先生一台电视
机的托运业务，公司相关部门正在查找
电视机的下落，会给李先生一个交待。
当天下午，郑先生致电记者：李先生托
运的电视机已经运到海口，但是在仓库
里被盗了，目前公司已经到公安部门报
案，等破案再说。

“电视机是物流公司弄丢的，物流
公司理应承担赔偿责任。”李先生认为，
不能等破案再给说法，如果公安部门一
直破不了案，怎么办？

李先生与物流公司就赔偿问题进
行协商，但在记者截稿时尚未达成一
致。李先生说：火车头物流公司认为电
视机不值5000元，只同意赔偿2000元。

而李先生的托运单显示，李先生托
运时没有办理保价业务，而且托运货物
名称写的是“配件”。

对此，海南海地律师事务所林青律
师说，李先生到物流公司办理托运业
务，已经形成合同关系，物流公司负有
保管的责任，理应承担李先生的损失。
不过，由于物流、快递、邮政等业务有一
定的特殊性，按照有关规定，托运人在
办理托运手续时，如果办理了保价业

务，毫无疑问，物流公司要按照保价金
额全部赔偿；如果没有办理保价业务，
托运人不能证明托运物品的实际价值，
根据有关规定，一般按照托运费的若干
倍进行赔偿。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托运
人没有办理保价业务，但是，曾经告知
承运人托运物的价值，承运人也知道托
运物的价值，也应当按照实际损失进行
赔偿。

省消费者委员办公室主任陈厦宇
说，消费者在办理寄运业务时，对于贵
重的物品，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一定要
办理保价业务，否则，一旦丢失，消费者
在赔偿处理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

省内托运一台电视一个月没到
物流公司称货在仓库被盗；托运时未办理保价业务，货主遭遇索赔难 本报营根11月18日电（记者林容宇 特约记

者黎大辉 通讯员王丽娟）今天，记者从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了解到，长征镇4岁烫伤
女童王婷在琼中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终
于筹到医疗费，预计本周六进行植皮手术。

今天上午，王婷收到了琼中长征镇干部群众
捐助的39600余元，“加上这些钱，手术费终于凑
够了”。王婷的父亲王宏震激动地说，“孩子再次
入院后，陆续有素不相识的好心人打来电话和汇
来捐款，他们都不愿意留名，我们都不知道说些什
么好，真是太感谢了！”

今天，187烧伤科主任周金武告诉记者，目前王
婷已脱离生命危险，病情有所好转，预计这个周六进
行植皮手术，治疗费用算下来大概要花上20万元。

据了解，目前王婷已收到琼中长征镇干部群
众、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琼中民政局临时救助金等
各方救助资金21万元。

新闻回顾：10 月 18 日傍晚，4 岁黎族女童王
婷不慎摔进盛有开水的木桶，全身多处被烫伤，命
悬一线。王婷被送到187医院治疗了几天，这个
贫困的家庭实在筹不到钱了，只好出院。王婷的
不幸遭遇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读者关注，网友也在
微信上转发资助。在热心人的帮助下，王婷11月
12日下午再次到187医院进行治疗。

琼中被烫伤女童
筹到救命钱
周六将进行植皮手术

本报嘉积11月18日电（记者蔡倩）记者今天
从琼海市教育局获悉，近日万泉镇新市幼儿园28
名幼儿陆续出现呕吐、腹泻发热症状，经调查是由
于轮状病毒（俗称流行性肠胃感冒）感染引起。目
前患病幼儿均已康复，重新入园。

据家长周女士称，她的孙子在新市幼儿园就读，
11月10日晚上开始出现呕吐、腹泻发热症状，送到
医院治疗一星期才康复，她怀疑学校食堂饮食不卫
生。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陈女士的孙女身上。

经调查，该园幼儿陆续从11月7日开始出现
疾病症状，当天有9名学生感染，随后3天，共计
有28名学生出现类似症状。

琼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已展开
了检查。据工作人员介绍，11月7日接到报告
后，立刻查封了幼儿园食堂，孩子们出现的症状是
否和食物有关，无证据表示有绝对关联，需进一步
查证。经琼海市卫生局初步诊断，新市幼儿园幼
儿出现呕吐、腹泻和发热症状是由轮状病毒引发。

琼海一幼儿园
28名幼儿呕吐腹泻
目前患儿均已康复返园

本报讯 11月18日上午，海口市三
江镇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事件发生
后，海口市委、市政府，美兰区委、区政府
迅速介入处置，要求项目立即停止施工，
在群众没有达成共识之前不得开工。目
前事态已基本得到控制。

当日上午9点多，一批村民聚集在
海南康乐花园项目工地，拆除部分建筑
围墙，并与工地员工、在场维持秩序的
公务人员发生冲突争执。事件造成5
名行政执法队员、1名公安民警和2名
群众受轻伤，10余台行政车辆和执法
车辆车窗被砸并被掀翻。目前，事态已
基本得到控制。据了解，导致村民聚集
的原因是省市重点项目康乐花园在此
地落户，群众担心将造成环境污染，影
响生活。

海口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康乐花园
项目是省市重点民生项目，由中央、省
财政投资建设。项目包括省皮肤性病
防治中心等3家职业病防治医院。该
项目使用政府储备地。项目经过严格
的环境保护评估，符合三江镇的总体规

划。项目的可研报告、建设用地、环评
报告、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方案等均
已通过审批。建成后污水处理能力达
到国家规定排放标准。其中皮肤性病
防治中心计划收住少量已经治愈康复
的麻风病人，这些人因年老已丧失劳动
能力、生活不能自理，但完全不具备传
染性质。

针对群众顾虑，美兰区去年以来派
出工作组及医疗专家对群众进行广泛
宣传解释，并对群众反映的用地附属
物、青苗补偿及环保问题进行了妥善解
决。

事件发生后，海口市成立了由市、
区领导及相关部门组成的处置领导小
组，一方面积极做群众思想工作，另一
方面要求项目立即停止施工，进一步
加大群众科普宣传力度，继续消除群
众误解和顾虑，在群众没有达成共识
之前不得开工。并要求公安机关对参
与现场打砸等暴力行为人员依法处
置。

（鲍宣）

因对在建医疗项目存疑虑
海口三江镇发生一起群体事件
事件处置领导小组要求在群众没有达成共识之前不得开工

大型经典民族歌剧《江姐》
海南惠民演出

主办单位：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出演单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厅 黎女士 13807657093

椰海大酒店一楼大厅（海口国贸玉沙路46号）

符先生 13907579518

宝发幸福酒店一楼大厅（海口国贸玉沙路28号）

陈女士 13907625901

演出时间：2014年11月24日——25日 20:00

售票时间：2014年11月15日——25日 09:00-21:00

票 价：甲等70元（政府补贴410元）

乙等50元（政府补贴430元）

丙等30元（政府补贴450元）

海南迎宾馆二期项目建筑设计方案规划公示
海南海航迎宾馆有限公司和海口海航迎宾馆投资有限公司拟建

的“海南迎宾馆二期”项目用地位于国兴大道北侧，属大英山新城市
中心区控规的A01-1地块，规划用地面积13594.13m2，拟建1栋12
层星级酒店，建筑面积地上67327.2m2/地下24054.7m2，计容建筑面
积64537.7m2。该项目与南侧迎宾馆一期项目进行土地整合，统一
规划及核算指标，容积率1.983，建筑密度34.4%，绿地率35.3%，停
车位 382辆，建筑高度 52.85米（省政府办公楼建筑高度为 54.3
米）。该项目毗邻省政府办公区，属城市重要景观节点及敏感建设区
域，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
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11月19日至12月2
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
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 15栋南楼
2055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编570311。（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
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聂晓兰。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1月19日

欢迎订阅2015年度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系列报刊

详情请拨咨询热线详情请拨咨询热线：：
6681050566810505 6586588136181361 6611088266110882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局各营业窗口均可代收邮局各营业窗口均可代收
海口市城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心收订投递海口市城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心收订投递
地址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金盘路3030号号 邮编邮编：：570216570216

订报有礼活动
订一份《海南日报》或《南国都市报》送

格美净水机代金券500元
泰（国）好玩新概念境外旅游代金券600元
家装卫士·潮盾代金券300元
订户可凭订报发票到商家处享受以上优惠

报刊名称
海南日报
南国都市报
特区文摘
法制时报
证券导报
海岸生活

月征订价
30元
24元
6元
33元

20元

半年征订价
180元
144元
36元
198元

120元

年征订价
360元
288元
72元
396元
192元
240元

2015年报刊征订价格 为回馈广大新老读者多年来为回馈广大新老读者多年来
的支持的支持，，现推出现推出《《海南日报海南日报》、》、
《《南国都市报南国都市报》》订报抽奖活动订报抽奖活动。。

一、参与方式
订户手机编辑“订报

发票号码”移动用户发送至
“ 10657021966123 ”，
联 通 用 户 发 送 至
“10655020027649661
23”，电信用户发送至
“10690144406296612
3”即可参与抽奖活动。
于每周四下午3点，在
海南日报南海网演播室
通过电脑随机摇号方式
从订户手机号（手机号
码必须与订户信息相
符）中抽取获奖者，一连
7周每周滚动抽奖。

二、奖品及奖项

1、一等奖（1名）奖品：
价值2980元净水机一台；

2、二等奖（2名）奖
品：价值 1880 元格美
净水机1台；

3、三等奖（10名）
奖品：海口银龙影院电
影票2张。
三、公布抽奖名单及
查询方式

由海南报业发行有
限公司客服人员联系中
奖订户，核对订报发票
号码及订户信息，于抽
奖次日在《海南日报》、
《南国都市报》上公布中
奖订户手机号码。

活动解释权归海
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
所有。

咨 询 热 线 ：
66810505

抢鲜读

今日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A01）土改方案或将落实 江浙或成土改试点“探路者”

海南橡胶创新转型蓝图首次曝光 （H02）
海南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774.9亿元 （H03）
春风吹绿崖州城
——从三亚地税“31条军规”看便民纳税 （H04）
沪港通利好兑现 后市进入新股申购调整节拍 （H09）

海南最有古味约亭正堂倒塌 当地村民盼修复
记者近日在澄迈县大丰镇大丰村封平约亭采访时发现，封平约亭的正堂倒塌，“观光扬烈”的牌匾落地。当地村民反映，这

是台风把正堂刮倒成这样的，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维修恢复。
据了解，封平约亭始建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清同治二年（1863年）重新修葺，是海南目前最有古味的约亭。大丰

村在古代属琼州府澄迈县恭贵乡封平都，封平都的治所就设在此地，“封平约亭”就是封平都议事的场所。凡遇有大事小情，如
上奉皇帝御旨、官府谕示、完纳粮税等，下至市场管理、合都宾兴、众议凡例等等，都在这里谕示、宣告、商议、部署，形成法约。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