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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培琳 特约记者 黄培岳

今天上午，广州市银河园殡仪馆仙
鹤厅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海口市公安局
民警黄登永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
举行。

4月5日15时许，黄登永同志病重
抢救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50岁。海南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获悉后，
专门对黄登永同志善后事宜作出指示，
在今天的追悼会现场，孙新阳等省市领
导纷纷送来花圈和挽幛，对黄登永同志
不幸去世表示沉痛哀悼。

任劳任怨，不知疲倦
他总是那句话：“我没事”

“黄登永同志1986年曾荣立个人三
等功一次，2001年荣获海口市公安局
个人嘉奖一次。他的一生，是扎根基
层、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的一生。黄登
永同志走了，他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工
作和生活，离开了他日夜眷恋的亲人和
朋友。在他的身上，闪烁着正直的人生

光辉，他留给后人的是宝贵的精神遗产
和传统美德，是人们对他无尽的缅怀和
思念……”

听着黄登永的生平，许多人感动在
心，泪流满面。

黄登永是海口城西派出所所长助
理、苍西警务室负责人、海口市公安局椰
海检查站站长。从血气方刚的青年到两
鬓斑白的中年，黄登永30年的光辉岁月
都奉献给了海南人民，他当过交警，干过
巡警，做过特警，也在看守所工作过，无
论是在街头、派出所警务室，还是在路边
检查站，黄登永始终坚持在第一线。

在海口椰海大道与丘海大道交叉口
处，有一处几十平方米大的简易板房，与
普通警务室一致的蓝白相间外墙，标志着
这是民警工作的地方，这里就是城西派出
所苍西警务室、海口市公安局椰海检查
站。在这里，黄登永是身兼两职的带班
领导，同时还肩负城西派出所领导带班任
务，每隔4天就要带班执勤24小时。

周而复始，常年进行过往车辆的检
查工作，黄登永检查过手持钢刀的不法
分子，也追捕过绑架案歹徒，每日面临着

平凡而又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黄登永
任劳任怨，不知疲倦。

每当同事劝他好好休息时，他总是
那句话：“我没事。”

然而风风火火、精力充沛，一直健硕
的他，春节刚过就因身体不适，查出肺癌
晚期，不得不住院治疗。

扛不住了“被迫”住院
他觉得抱歉：“真没办法工作了”

今年3月3日下午，在海口市城西派
出所的所长办公室，所长林小林用手机跟
远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的黄
登永的爱人手机视频，视频中黄登永躺在
病床上，虽身体孱弱说不出话，但是听到
手机视频里所长关切的问候，黄登永用尽
力气举起右手对着视频敬了一个礼。

林小林知道，这个沉重的军礼，代表
着黄登永的歉意，黄登永总觉得因为自
己生病住院，为所里增加了工作负担。

“不要担心所里的工作，好好养病。”
林小林对着视频里无法讲话的黄登永，
反复念叨着这句话，红了眼眶。

肺癌晚期，已全面扩散。这个突如
其来的消息让黄登永的亲人同事都惊愕
又备感悲痛。

“年前腊月二十六日，老黄就身体
不太舒服，可是一直坚持带队值班，拖
着没去医院，生怕影响了春节期间的工
作。”与黄登永搭档四五年的民警韩明
定感叹道。

大年初五，黄登永打电话给韩明定
说，身体实在不适，要去医院一下。韩明
定沉重地说道，老黄轻易不去医院，没想
到一去医院就检查出了肺癌晚期。

“林所长，我情况有些严重，说不了
话，这段时间真没办法工作了，抱歉！”2
月18日20时24分，黄登永给所长林小
林发了这样一条信息。

大年初六，黄登永“被迫”入院。

无尽哀痛尽显眉间
同事说：“他是警队楷模”

在与林小林手机视频时，黄登永的
妻子一直捂着脸，哽咽着，摇头表示老黄
的病情不乐观。

住院治疗期间，为了不给单位添麻
烦，黄登永反复叮嘱妻子千万不要向单
位提任何要求。

但是，明白老黄的难处与执拗，黄登
永住院第二天，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
就组织单位员工为其捐款，尽力救治黄
登永。“希望可以为老黄提供一点点帮
助，希望老黄可以早日回来。”黄登永的
同事们纷纷表示。

“最近几次联系老黄，几乎都是和他爱
人通话，因为老黄已经完全不能讲话了。”
林小林说起老黄，无尽哀痛尽显眉间。

“黄登永同志是海口公安民警的优
秀代表，是忠诚敬业、勤政为民的警队楷
模，无论是在部队服役，还是在公安战线
战斗，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第
一位，他‘舍小家为大家’，勤勤恳恳、兢
兢业业、无私奉献；他坚持原则、为人正
直、不计名利、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和人民警察的高
尚情操。他的一生，是忠诚的一生、奉献
的一生。”这是今天在黄登永的遗体告别
仪式上，同事们对他的高度评价。

（本报海口4月7日讯）

病榻之上仍心系工作的他“走”了
黄登永用生命诠释忠诚和奉献的警察精神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海口海事

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以下财产进行公开拍卖：海口市正义路5号南
玻公寓北区 B6 幢 401 号房（所有权证号 HK029235，建筑面积
116.23m2）参考价43.6万元。竞卖保证金：5万元。1、拍卖时间：2016
年4月27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金贸西路15号环海大
厦公寓楼二单元15层15B房；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
报日期起至2016年4月26日12:00止。4、收取保证金时间：2016年
4月 25日 17:00前到帐为准。5、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
院；开户行：农行海口龙昆南支行；账号：21104001040007570。6、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6）琼72技拍委4号竞
买保证金。7、特别说明：按现状净价拍卖，买受人承担相关全部税
费；目前有租赁，但租赁期限已过。

拍卖机构电话：68570895、15500958225 法院监督电话：
66255907

中标公示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已于 2016年 4月 7日

10:30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

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

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 海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 海

南有色工程勘察设计院

第三中标候选人: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6年4月8日至2016年4月12日（工作日），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海南海控水利建设有限公司投诉，

投诉电话：0898-66551009。

东方市四更镇居多村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工程 补遗(编号：002)

各投标单位：
因本项目招标文件不兼容问题（2016年4月1日上传的

招标文件显示为395版本，打开为385版本，不是现行的395
版本，现以更改为395版本），现顺延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截止时间至2016年04月27日08：30时整，其他内容不变；请
各投标单位重新下载最新的招标文件进行编辑投标文件，给
各投标人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招标人：东方市生态环境保护局
招标代理：长治市万联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04月07日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国土资告字〔2016〕52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幅)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事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
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
竞买；必须按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国
土资源局指定账户（以挂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二）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三）本次
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
可于2016年4月18日至2016年5月9日到东方市国土资源局办公楼
三楼土地利用岗(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
让文件及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
年5月9日16时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东方市国土资源局将在2016年5月9日17时整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
为:东出让2014-11号地块：2016年4月28日08:00时至2016年5
月11日下午15：00时整；（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
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六）报名参加竞
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
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
人交纳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符合挂牌出让对象条件的审查。（七）本

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八）竞买成
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出让价款，余
款须于出让合同签订后60日内一次付清，出让合同签订后30日内必
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九）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
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
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十）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
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挂牌佣金和公证费按有关规定收取。（十
一）其它事项：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
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十二）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
分。（十三）备注：原2016年3月11日所刊登的《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东国土资告字〔2016〕44号)作废。

联系人：方小姐
联系电话：0898-25582051 0898-65303602
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4号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dongfang.hainan.gov.cn。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4月8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14-11号

位置
东方市工业大道西侧

面积（m2）
67743

土地用途
仓储用地

使用年限
50年

容积率
0.8≤容积率≤2.0

建筑系数
≥30%

绿地率
≤25%

竞买保证金(万元)
1823

起始价 3038万元 增价幅度 1万元及其整数倍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
关于海口及儋州两宗换地权益书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
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序号

1

2

资产名称

换地权益书

换地权益书

所在地

儋州市

海口市

抵债金额

2,198,549.00

2,335,100.00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
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
日起至2016年4月20日。

联系人：周先生、冼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563181、66563178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 38 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 1008 室

邮编：57010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898-66563190(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
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898-66719286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

6856309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4月2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
2016年4月8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兹定于2016年4月28日上午10:00时对以下标的物

依法按现状在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大厅（太原市
迎泽大街388号国际大厦2层）以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特公
告如下：

拍卖标的：位于海南省三亚市海坡度假区新城路鲁能·三亚湾美
丽mall一期4幢楼的房屋一套。

拍卖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4月26日17:00前交纳竞
买保证金（保证金不计息），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保证金数额及交纳
方式按本公告所列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预展时间：2016年4月8日—2016年4月26日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方式：13453146395（张先生） 17696038889（原先生）

0351-2374110 18735385686 (李女士)
山西泉晟誉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4月8日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8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
卖：位于海口市海港路 23-2号福隆广场B栋 1805 房号（证号：
HK223589号，建筑面积：282.21m2），拍卖参考价211万元进行公开
拍卖，保证金45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
2016年4月27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华海路15号经贸大厦
办公楼第九层；3、标的展示及办理手续时间：至2016年4月26日
17：00止，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保证金时间：2016年4月
25日17：00前（以到账为准）；5、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标的账
号：1009454890000432；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
字第18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
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66721736 18976590511 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海南省201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推荐名单公示
海南省201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推荐名单现予公示，接受社会各

界监督。
公示时间：2016年4月8日—4月14日。投诉电话：65348602，

66553626,66553629（传真）；电子邮箱：qgzjx@163.com；受理单
位：海南省总工会。通信地址：海口市滨江路72号劳模大厦619室
海南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邮政编码：570203。

一、全国五一劳动奖状（2个）
1、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电厂
2、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9名）
1、陈清琪 海口市排水管道养护所队长
2、李雪妍（女） 海南博鳌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
3、黎 坛 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技术总监
4、张华英（女，黎族） 陵水黎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医师
5、张心芸（女） 白沙黎族自治县第一小学副校长
6、刘 巧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名誉院长
7、谢群丽（女） 儋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第四环卫队清扫保洁

组段长
8、刘汉惜 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9、陈 洁（女）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处长
三、全国工人先锋号（8个）
1、海南椰威糖业有限公司压榨车间
2、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原料组
3、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选矿厂粗碎车间协力一组
4、海南省政府接待车队
5、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江分公司新星第一作

业区1队巾帼班
6、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三沙网络建设维护团队
7、海南省邮政11185客户服务中心
8、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小额信

贷总部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陵水支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正式开业，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公司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4日
机构住所：海南省陵水县椰林南大道48、50号楼一、二层

邮编：572400 机构编码：000014469028 许可证流水号：0061836
负责人：陶喜明 电话：0898-83314425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财产保险业

务；法定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保

险代理、损失鉴定、理赔委托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陵水支公司开业公告

1、优先承租权：第1、2两个标的原承租方(指原与业主签订租
赁合同方)在同等报价下享有优先承租权，该优先承租权的行使方
法为：原承租方应办理报名手续、缴纳保证金，取得竞租资格并参
与竞价，在竞价过程中同等报价下行使优先承租权，否则视为放弃
该权利。2、以成交价作为年租金，租赁期限为五年。3、本项目采
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即可进行
自由报价，每个标的铺面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站公

告。4、公告期：2016年4月8日至2016年4月21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权
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海口市
国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38（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4月8日

编号
1
2
3
4
5

项目名称
省工商局附楼一楼宿舍

省工商局宿舍楼一层商铺
省工商局宿舍楼南侧一层商铺

大英村一层5间小商铺整体招租
华能大厦第十层房屋

招租面积（m2）
74.17
272.53
38.63
70.79

1159.42

挂牌底价/年租金（元）
19600
392580
46356
67960
320000

保证金（万元）
3
20
5
7
20

最小加价幅度(元)
500
2000
500
500
2000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招租：1、省工商局附楼一楼宿
舍；2、省工商局宿舍楼一层商铺；3、省工商局宿舍楼南侧一层

商铺；4、大英村一层 5 间小商铺整体；5、华能大厦第十层房
屋，详见下表：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1604HN0039

新闻 追踪

本报海口4月7日讯 （记者计思
佳 实习生符彦姝 通讯员胡国辉）

“好事多磨，虽然航班因天气原因延
误了 3 个小时，但女孩手术非常成
功。”今天凌晨1时50分，志愿者王大
智将这条好消息发到海南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俱乐部微信群时，20多个仍
在等待消息的志愿者都松了一口
气。至此，本报7日见报的定安男子
为吉林女童捐献造血干细胞一事有
了一个完满的结果。

4月6日上午，定安男子蔡先生为一
位在上海治疗的吉林两岁女孩捐献了
209毫升造血干细胞，这些造血干细胞由

海南第61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王大智护送到上海。但原定于4
月6日16时35分起飞的飞机，却因上海
一直下雨，一直到19时30分才起飞。

“手术原定于当天21时，晚了3个
小时，造血干细胞的活性会降低，会不
会因此影响手术？”一路上，王大智心里
非常焦急。同时，小女孩的主治医生和
父亲也在上海浦东机场望眼欲穿地等
待这份来自海岛的希望。

22时40分，飞机终于抵达上海，一
行人马上往医院赶，到达医院时已经是
7日凌晨。上海院方本考虑把手术推
到早上再进行，但因小女孩的父母非常

着急，希望能够尽快救治女儿，女孩的
主治医生也表示最好马上进行手术。
最后，上海院方于4月7日1时6分对
小女孩进行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7
日1时48分手术顺利结束。

“整个手术非常顺利，由于时间很
晚了，手术过程中女孩一直处于熟睡状
态。”王大智从上海院方了解到，女孩仍
旧需要住院观察移植后的排异现象，如
果顺利，预计一个月后待女孩的造血功
能完全恢复便可出院了。

“女孩父亲说感谢捐献者的大爱，
捐献者是他们全家铭记一辈子的恩
人。”王大智说。

定安男子为吉林女童捐献造血干细胞一事好事多磨

飞机延误3小时 幸好手术很成功
本报海口4月7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

讯员陈琳）4月1日，海南日报B06版《海口
初中生王小虎两年来风雨无阻背同桌上
学》一文报道了海口市灵山中学初一学生
王小虎两年坚持每天背患有遗传性截瘫
的同桌冯贻崇上下学一事。该报道被央
视新闻官方微博转发，引起了很多热心市
民和相关部门关注。4月6日上午，省残
疾人康复指导中心为冯贻崇赠送了轮椅，
并表示将协助学校进行无障碍改造。

4月6日上午，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
心主任夏长海、副主任王健和美兰区残联
理事长王一安来到海口市灵山中学，看望

了包括冯贻崇在内的三名肢体残疾学生，
并为他们捐赠了轮椅、拐杖等助行器。

现场，冯贻崇坐在崭新的轮椅车上，迫
不及待地用手转动轮椅，轻松地滑行。冯
贻崇开心地说：“今后我自己也可以独立出
行了，同学们推着轮椅也轻松多了。”

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同时表示，
将协助学校进行无障碍改造，在冯贻崇
宿舍门口修建斜坡，方便他使用轮椅，并
在其宿舍厕所里安装扶手。

同时，海口一家房地产公司联系上
本报记者，表示希望为王小虎和冯贻崇
捐赠学习用品。

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
为截瘫少年赠送轮椅

本报文城4月7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黄兹志）4月7日凌晨，文昌市“4·3”冯坡故意伤
害致死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符某、林某到海口市
公安局金宇派出所投案。至此，涉案的全部4名
犯罪嫌疑人已归案。

4月5日晚10时文昌市公安局发布悬赏通
告，动员社会积极提供案件线索。犯罪嫌疑人吴
某、云某于4月6日晚联系文昌市公安局投案。

据了解，文昌市委、市政府此前已与案件受
害人家属代表进行了沟通，听取了家属代表的
意见和诉求。同时加强了公安、边防布控力量，
文昌市公安局纪委督察部门也对冯坡镇派出所
接警处置过程介入调查，并由文昌市纪委成立
调查组并介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及家属
公开。

文昌市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各镇场要加强
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及时研究跟踪处理
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谐，
并加强对案件周边地区的治安管理工作。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文昌“4·3”冯坡案
4名嫌犯全部归案

本报海口4月7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李婕 程亚奇）近日，东方法院民一庭庭长张运平
利用周末时间，往返琼浙两地，成功调解一起因使
用网购产品致人死亡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件，消费
者家属成功维权获赔30万元。

2015年9月，东方市民卞某通过某网络销售
平台购买一大功率的高压清洗机、水枪等物品，
共计消费2183元。卞某收货后，在调试安装过程
中不幸触电身亡。事故发生后，卞某的家属先后
向安监、工商等职能部门投诉无果，且涉嫌生产
不合格涉案产品的生产商苏州某清洗机械公司
已被注销。

今年1月，卞某的亲属向东方法院提起诉讼，
将某网络销售平台、涉案产品的实际销售商胡某
及某贸易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连带赔偿死亡赔偿
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735701.5元。

张运平作为该案的承办人，多次到受害人卞
某的家中了解案件情况，并依法查封了涉案产
品。为能及时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本着调解优先
的原则，承办法官多次通过电话与在外省的三被
告联系，协商调解事宜。近日，张运平放弃周末休
息时间，带领书记员到被告的住所地浙江省，组织
各方当事人当面协商调解事宜，终于促成双方达
成和解，卞某的家属成功获赔30万元。

网购产品不幸触电身亡
法官跨省调解助家属获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