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条眼镜蛇仍在逃

林业局：严处蛇场

隆昌县云顶镇磊鑫蛇场320条眼镜

蛇幼蛇出逃后， 至今仍有数十条下落不

明。昨日，云顶镇政府组织的捕蛇者与蛇

场工作人员继续在蛇场周围的山野中寻

找眼镜蛇的踪迹。昨晚8时，云顶镇农业

服务中心主任易春贵介绍，21日下午和

22日，当地老百姓共打死了4条眼镜蛇幼

蛇，加上刚刚捉回的1条，目前还剩47条

幼蛇尚未找到。蛇场老板陈大华说，目前

找蛇没那么好找了，因为草茂密。“这次

找不到，明年开小春时是一个机会。”

针对蛇场无眼镜蛇养殖手续的问

题，陈大华称，他从2008年开始养殖滑鼠

蛇和大王蛇， 但直到2012年才拿到林业

部门的试驯养繁殖许可证。“我有养蛇

的手续，但没有养眼镜蛇的手续”。

对此， 隆昌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按法律法规要求，养蛇必须先取得驯

养繁殖许可证。“但按全国一般情况，养

蛇可以先试养，积累一定的经验。”该负

责人说，但试养只针对无毒蛇，且规模须

控制在百条左右， 而眼镜蛇等有毒蛇的

养殖必须经过省林业厅批准。“我们的态

度很明确，坚决取缔，严肃处理。”内江市

林业局副调研员刘远志说， 对磊鑫蛇场

养殖的眼镜蛇， 林业部门要求蛇场在国

庆节前处理掉。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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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条眼镜蛇越狱 追踪

蟒蛇“越狱” 动物园挨罚

21日下午1时许，一条属于自贡市彩

灯公园动物园、身长近3米的缅甸蟒蛇被

发现躺在园外一大楼走道的栏杆上睡大

觉，吓得附近居民不敢靠近。事后，蟒蛇

被动物园工作人员抱回， 所幸没造成人

员伤亡。昨日，彩灯公园管理处已按照双

方协议对动物园进行了相应的经济处

罚。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见到动物园管理

者赵先生， 他介绍， 这条蟒蛇是缅甸蟒

蛇，“的确是管理疏忽，吓到了周围的居

民，我表示道歉”。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自贡闹市现蟒蛇 追踪

28日 达州直飞昆明航线开通

昨日，达州机场透露，达州至昆明的

直飞航线将于9月28日正式开通运营，每

天往返各一班。届时，达州机场运营航线

将达5条。 达州机场运输部经理邓志刚介

绍，执飞机型为波音737-700客机，可容纳

126名乘客。目前，该航线的机票已经开始

出售，全价是1370元。达州至昆明飞行时

间为1小时45分钟。 达州机场起飞时间为

12时30分， 到达昆明时间为14时15分。昆

明机场起飞时间为15时15分，到达达州时

间为17时。该航线的开通，将为川东地区

游客前往云南提供方便。

（陈国岳）

又是超载

渠县： 肇事货车核载

15.67吨，实载48吨

南江： 肇事货车核载

1.99吨，实载11吨

1

又是长下坡

渠县：约500米的下坡

路段

南江：事发路段为800

米的长下坡

2

又是刹车失灵

渠县：肇事货车司机表

示，突然察觉刹车失灵

南江：初步调查肇事货

车刹车失灵

3 4

又是学生

渠县：21名死者中，14人是学

生；7名伤员中，2人是学生

南江：两名死者中有1名学生，

11名伤者中有6名学生

8天两车祸 致命的超载货车

非法改装

汽修厂老板被刑拘

其对渠县“9·15”重大交通事故中的肇事货车非法改装，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渠县车祸 追踪

货车核载1.99吨实载11吨

司机已被警方控制

“事发路段是一个长下坡路段，货车冲向

了人群。”昨日下午，下两镇政府工作人员杜义

先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 来自南江县交警的消

息称，该货车核载1.99吨，实载11吨，是一辆福

田中型卸货车，肯定严重超载。事发路段为800

米的长下坡，初步调查货车刹车失灵。

目前，司机舒红斌已被警方控制，货主在下

两镇派出所接受调查。“司机受伤不严重，正在

巴中市中心医院救治。” 南江县交警大队负责

人称，他们当晚就会将司机带到南江询问。事故

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司机舒红斌表示，自己是蓬安县人，持B2

驾照，有7年驾龄，车是去年买的，今年8月做了

全面检测，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刹车失灵。

昨日，这批黄豆的销售方何开远称，黄豆是

从安徽通过火车运输， 在巴中乐坝火车站下的

货，总共有220件、重达11吨，价值6万元。他销售

给蓬安县的唐梦晓等2人。由唐梦晓负责租车从

乐坝火车站运往蓬安县，当时车上除了司机外，

还有一个货主押货。

杨英苹今年28岁，是下两镇阳光村1社人，其6岁的女儿王敏和

三四岁的儿子就读于下两镇实验幼儿园。昨日中午12时许，杨英苹

和往常一样，骑三轮车，接孩子们回家吃饭。然而，突如其来的车

祸，让母女俩再也没能回成家。

事发当时，杨英苹他们和其他孩子及家长行走在下两林业站处，

其上方是一个长下坡路段。她的儿子进超市买东西。突然，一辆车牌

号为川R27483的中型货车失控冲了下来，先撞倒三轮车，然后连车

带人压住。来不及躲闪的杨英苹母女，当场遇难，其儿子逃过一劫。

事发路段被称“魔鬼路段”

已纳入整治项目

据了解，S101线穿越南江县下两镇街道，是

过境的必经之道，属于巴乐公路下两镇路段。该

镇上，这条长800米的长下坡路导致交通事故频

发，被司机称为“魔鬼路段。”

今年5月24日，巴中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发布

《关于调整巴乐公路下两镇过境公路重大安全

隐患整治方案的通知》， 认为巴乐公路下两镇

过境段S101线K418+800—K4220+000（下两大

桥至下两电站）重大安全隐患为今年第一批市

级挂牌督办重大安全隐患整治项目。

鉴于该项目投资大，且无资金保障，经研究

决定， 同意将该重大安全隐患整治方案作相应

调整。 整改时限由2013年12月31日前调整到

2014年12月31日前。

昨日下午， 南江县委宣传部发布消

息，肇事货车属于泰安运业，驾驶员为舒

红斌， 当时驾驶货车从乐坝方向拉黄豆

至蓬安， 车辆行至S101线下两段犀牛桥

420公里下两林业站处， 侧翻于公路右

侧， 造成2人当场死亡，11人受伤的交通

事故。

下两镇政府工作人员杜义先介绍，肇

事货车当时车上两人，除了司机舒红斌外，

还有货主。

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迅速展开救援，

11名伤者全部送往巴中市人民医院救治。

下两镇政府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彭明英

表示，11名伤者中， 有6名幼儿园学生、3名

家长，以及货车司机等，其中5人重伤、1名

幼儿经观察已经出院。

惊心 11名学生和家长死伤 一对母女当场身亡

“我在离事发现场200米左右的黄桷树

旁看到这辆货车，司机一路按喇叭，就像箭

一样飙下来，前两个车轮子在飞起跑，我看

到驾驶室内驾驶员脸都变色了。”下两街道

居民何显政说，我看到这辆车开得这样快，

心里就在想“糟了、糟了，要出事了！”

何显政说， 他还听到街道两边有人在

大吼，注意哟，这辆货车没有刹车。他跟着

这辆货车飞跑， 跑了不到10分钟， 就听到

“砰”的一声响，货车撞上“犀牛桥”旁的

门市，侧翻在旁边。

一位目击居民说，当时“犀牛桥”头一

辆货车正在调头， 那辆失控货车从掉头货

车的尾部跑向桥头，可能是避让，才撞上桥

旁门市的。

“我看到这辆货车的后轮子压在一名妇

女身上，一条腿被压飞了。”目击者说，被当

场压死的6岁小女孩是被车右后轮压住的。

目击 货车像箭一样飙下来 路人大吼“没有刹车”

昨日下午6时许，成都商报记者赶到南

江县下两镇新街“犀牛桥”的事发现场看

到，现场系一座小桥，处于一段下坡路的一

个弯道。

桥面坑坑洼洼，路面湿漉漉的。大堆

用蛇皮口袋装好的黄豆就堆在桥旁的人

行道旁。4个被货车撞损的门市部就在桥

旁，分别为雪梅造型烫染吧、诚信机电、尚

美化妆品店、迷你小屋童装店。染发吧的

一扇玻璃门被撞碎，诚信机电的卷帘门被

“分割”成两半，屋内撒满一屋的黄豆。电

脑桌、电视机、电机、货柜等被撞得稀烂。

另两个门市的玻璃门被撞烂。

“4个相邻的门市有50米左右，所幸里

面的人没有受伤。”雪梅造型烫染吧的老板

刘雪梅说。

现场 黄豆撒落一地 4个门市被撞烂

9月15日下午， 渠县一辆客车与货车相

撞，坠入3米多深的河沟内，并被侧翻货车的

河沙和鹅卵石掩埋，造成21人死亡、7人受伤。

记者昨日获悉，在渠县“9·15”重大道路交通

事故发生后， 经渠县公安局货车非法改装专

案组查实， 渠县多江汽修厂老板邓某对肇事

货车川S37789非法改装， 涉嫌构成重大责任

事故罪。日前，邓某被依法刑拘。

据了解，在交通事故中，对非法改装车辆

的汽修厂老板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作入刑处理

的，在全国极为罕见。

被拘汽修厂老板 曾派吊车去救人

在车祸现场， 一名长期从事货运的大货

车司机看了这辆肇事大货车后， 向成都商报

记者介绍说：“从外观上看，该车被改装过，货

厢挡板明显加高了。”昨日，据渠县相关部门

的一名工作人员证实， 该辆大货车主要是对

货厢等部位进行了非法改装。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渠县多江汽修厂，虽

然事发已一个多星期， 但汽修厂门口仍有警

察在现场值守。 一名自称是该修理厂的员工

告诉记者， 近段时间， 来修理厂调查的人很

多。“这几天都没有看见老板，听说被警方带

走了。”一名熟悉邓某的有关人士介绍，邓某

从事汽修工作已经20余年。车祸发生后，邓某

接到交警电话， 还派吊车赶往现场营救伤亡

人员。直到9月18日，邓某被当地警方关进了

看守所。

货车改装后可增几倍载重

昨日， 渠县一名开了10多年大货车的司

机刘先生告诉记者，大货车超载情况比较多。

“要想多赚钱，只好多拉才行。”他了解到，大

货车改装在业内比较多，是大家都知晓的。

一名业内人士向成都商报记者透露，货车

改装，有的是加钢板，有的加长车厢，改装后可

以多装货物。他介绍，如果对车辆轮胎等进行一

些小的改装，可以使一辆货车载重量增加两三

倍；如果是加高马槽、换后桥等大改装，可以增

加好几倍的载重。一辆核定载重20吨的货车改

装后，拉七八十吨都不成问题。虽然改装是非法

行为，但一些修理厂为了利益，会按照客户的需

求进行改装，费用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

查获的非法改装大货车中， 表现较为突出的

是对货厢、大梁、钢板等进行改装。在全国，货

车改装的情况都比较多。

记者调查发现，凡是改装后的大货车，要

到年审的时候， 会到汽修厂恢复原貌。“当货

车通过年审后， 车主又可能会把车子开到修

理厂进行改装，然后上路。”一位交警部门负

责人表示，因此，货车改装的情况只能被路面

执法人员发现。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渠县的3

家大型修理厂，均称无法对大货车进行改装，

只能进行修理。“以前有的汽修厂可以改装，

自从发生‘9·15’重大交通事故后，现在监管

得很严，都不敢了。”

最新进展

新闻背景

绵阳查获首个“伪基站”案例

没收设备

罚款2000元

“海南某楼盘齐聚绵阳，团购大酬

宾享精装送家电，17万/套起， 购房成功

者报销往返机票费。”14日，绵阳城区新

益大厦附近区域， 很多市民收到了这样

的广告短信，与此同时，他们手机却无法

正常接打电话和收发其他短信。随后，绵

阳警方查获了一个“伪基站”，这也是绵

阳查获的首个“伪基站”案例。

技术人员锁定非法信号后当即报

警。随后，警方在某酒店将一名嫌疑人甘

某挡获， 并当场查扣电脑和无线电发射

设备。甘某交代，他的作案设备就是所谓

的 “伪基站”（包括一台笔记本电脑和

一部功率机）， 他十多天前在重庆朝天

门花近3000元买的， 专门用来播发手机

短信。 他在购买设备时， 卖设备的告诉

他，可以给方圆500米范围内的手机用户

免费发短信。

昨日， 绵阳城西派出所办案民警介

绍， 甘某交代此次来绵阳就是为了发一

个楼盘广告， 有公司要他发送30万条广

告短信，按每条2分钱支付报酬。在绵阳

的几天，甘某共发送该广告10万余条，由

于金额构不成非法经营罪，因此，警方协

助无线电管理办公室对甘某进行了行政

处罚：没收设备，罚款2000元。

延伸阅读

手机信号长期受干扰可投诉

那么，“伪基站” 是如何运行的呢？

据介绍，“伪基站”设备是一种高科技仪

器，主要由主机和笔记本电脑组成，能搜

取以其为中心、 一定半径范围内的手机

卡信息，并伪装成运营商的基站，任意冒

用他人手机号码向用户手机发送诈骗、

广告推销等短信。 绵阳移动公司网络部

滕琦介绍， 手机用户一般会暂时脱网，

8~12秒后恢复正常， 部分手机用户则必

须开关机才能重新入网。 此外，“伪基

站”还会导致手机用户频繁地更新位置，

使得该区域的无线网络资源紧张并出现

网络拥塞现象，影响用户的正常通信。

“如果设立‘伪基站’的人进行诈

骗，那么，他们就可将发送信息的号码

改成‘10086’、‘95533’等权威公共号

码，这样一来，后果就不堪设想。”滕琦

提醒广大市民，若手机信号长期受到莫

名干扰，可及时向移动网络运营商投诉

反映；若收到涉及钱财的短信，请不要

轻易相信和回复。

用户如何识别自己的手机是否被

“伪基站”控制呢？滕琦介绍，如果发现

手机无信号或者信号极弱的情况下仍

然会收到推销、中奖、转账的相关短信，

这说明其所在区域可能被“伪基站”覆

盖。市民可借助一些手机安全软件进行

垃圾短信屏蔽。

李昆林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针对汽修厂老板因非法改装肇事货车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一案，昨日，成都商报

记者深入采访了两位刑法学专家。

如存在因果关系，

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西南政法大学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李永升

西南政法大学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李永

升表示，依据我国刑法，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或

者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 因而发生重大伤

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

李永升表示，非法改装货车的行为属于

“生产、作业”。“生产、作业”行为还必须违

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改装大货车的

行为符合该要件。同时，本案中，汽修厂老板

属于“直接指挥生产的人员”。李永升介绍，

重大责任事故罪侵犯的对象是人身和财产，

该罪的设立有利于提高直接从事生产、作业

人员和管理、指挥人员的安全意识，从而保

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另外，认定是否构成犯罪，还要看行为

与危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本案

中，如果经交警认定，事故确由超载引起，可

以认定改装行为与伤亡结果的发生存在因

果关系，从而认为，汽修厂老板已涉嫌重大

责任事故罪。

目前看来主体有争议

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

认为，认定汽修厂老板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此次交通事

故确由超载导致；二是，汽修厂老板必须是

运输公司老板（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

人、操作人之一。洪道德表示，如果此次事故

是因其他原因引起，超载、改装等行为与伤

亡结果则不存在因果关系，就不能认定汽修

厂老板涉嫌犯罪。

此外，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

定，行为人是否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

体要件，关键是看其违章行为造成的重大责

任事故是否是其在从事本单位的生产、作业

活动中的行为造成的。本案中，汽修厂老板与

运输公司目前看来无关系，不是运输公司的

老板、管理人或操作人之一，主体上有争议。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孙兆云

是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妈妈骑三轮接儿女放学

男孩逃过一劫

却永远失去了妈妈和姐姐

死者

之殇

昨晚，孕妇妈妈在医院里陪伴着受伤的儿子

事故现场，一个门市的卷帘门被“分割”成两半，路边堆满装黄豆的袋子

制图 余进

事故示意图

昨日中午12时许，正值巴中市南江县下两镇实验幼儿园放学的时间。突然，

一辆满载黄豆的货车失控，冲向了幼儿及接孩子的家长，并发生侧翻，造成一名

6岁的学生及其母亲当场死亡，另有6名学生和5名成年人受伤。

超载货车长下坡时刹车失灵，学生死伤惨重。这相似的一幕，才于9月15日

发生在渠县。

专家争论

货车冲向放学人群 2死11伤

事发巴中市南江县下两镇，司机已被警方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超载再酿惨剧

汪俊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邓成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