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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村民争小黄牛
抽血做DNA鉴定

“急求给牛做亲子鉴定机构！”
9日，绵阳平武县虎牙藏族乡派出
所所长梁生建发的一条微信朋友
圈动态引起大家关注。原来，当地
两农户分别有一头小黄牛在山上
放养，现在却只有一头了，两农户
都称这头小黄牛是自己的，争执不
下最终报警。民警想了很多办法都
无法解决问题，最终决定给牛做亲
子鉴定。

10日上午，民警分别为小黄
牛和一头母牛采了血样，准备送
往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做鉴
定。考虑到两位农户家境均比较
贫困，且鉴定费用已超过小牛本
身价值。当地派出所决定帮农户
申请司法援助。

辨
牛/

鉴
牛/

滴血验牛

采集母牛和小牛的血样
送到中科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便可以为这头小牛
做DNA亲子鉴定

两家的小黄牛大小、颜色、个
头都差不多，两家都说这头牛
是自己的，邻居也无法辨认

小牛快一岁时就会断奶，
母牛为了给下一胎做准
备，会将小牛赶走，因此小
牛很可能跟任何母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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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协议后，10日上午，梁生建带领
一名民警，和当地畜牧站一起，来到谢登
发和额么甲家，给两头牛采集了血样，准
备送往昆明动物研究所做鉴定。然而，两
头牛的血样采集了，面对4000元的鉴定
费，梁生建心中又有不忍了，他将采集的
两头牛血样，保存在了派出所。

“他们两家家庭条件都不好，而现在
只有一头小黄牛，鉴定结果一出来，其中
一家就要支付4000元鉴定费，这笔费用
对于他们两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大费
用。”11日上午，梁生建表示。而且，一头
小黄牛可能也只值1000多元，鉴定费用
比小黄牛还贵，“而他们两人都没有恶意
占有这头小黄牛的意思，因此，实在不忍
心让他们失去了小黄牛，还要再出4000

元钱。”
虽然梁生建心中不忍，两名当事人却

坚持要做鉴定。11日中午12时许，梁生建再
次想到一个办法，准备寻求司法援助。他到
平武县公安局开具鉴定委托书，同时到平武
司法局办理了司法援助手续。

11日下午1时许，梁生建和昆明动物研
究所取得了联系，对方表示可以先将血样和
相关手续邮寄过去，再想办法解决鉴定费用
问题。梁生建介绍，等手续办好后，派出所会
将血样邮寄到昆明。

成都商报记者随后与昆明动物研究所
取得联系，对方表示，给牛做亲子鉴定，其实
跟人做亲子鉴定是一个原理，流程都是一样
的。他们只接受公检法的委托，15个工作日
内会出结果。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一年多前，虎牙上游村二组村民谢登
发家的一头母牛产下一头小黄牛，在这前
后，上游村一组的村民额么甲家的母牛也
产下了一头小黄牛，周围邻居也都知晓。

平时放牛时，两家都把小牛放在了
高山牧场。小黄牛快到一岁时，断奶了。
当地放牧，多在山上敞放，偶尔将牛赶回
圈舍。几天前，因为大雪封山，谢登发和
额么甲都准备将小牛赶回牛场，结果发
现牧场只有一头小黄牛，而双方都认为
这头小黄牛是自己的。争执不下，两人选
择了报警向民警求助。

“他们以前都将小黄牛赶回过自己
的牛场圈养，都知道这头小黄牛的特征，
如果只是从大小、颜色等基本特征来判

断，两人都能说出来。”虎牙派出所所长
梁生建介绍，民警在协调时，也询问过周
围居民，两人确实各有一头大小差不多
的小黄牛，邻居们也无法辨认现在仅剩
的一头小黄牛到底是谁的。

民警在调解时，曾想出让小黄牛认
亲的办法，也就是将两头母牛都牵来，如
果小黄牛跟哪头走就说明是哪头母牛所
生。但是，额么甲家的母牛在一个多月前
已经卖出去了。

“本来还剩一头母牛也可以这样做，但
当时有人提出来，小牛在快一岁时就会断
奶，母牛为了给下一胎做准备，会将小牛赶
走，因此，小牛很可能跟任何母牛走。”梁生
建说，这样一来，这个办法也再次行不通了。

常规辨认小黄牛的办法已经无法确
定它的主人了，随后，梁生建想到了以前
抓获嫌疑人后都会提取DNA，准备采用
鉴定DNA的办法。

于是，梁生建和绵阳市公安局取得
联系，但是，公安机关只做过对人的
DNA采集和统计分析，并没有做过动物
的DNA检验。

无奈之下，9日上午，梁生建拿起手
机，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急求给牛
做亲子鉴定机构！”这条消息一出，10日
上午，绵阳师范学院生命科学系的赵玲
老师得知了消息，告诉梁生建只需要采

集牛妈妈和小黄牛的血样送到中科院昆
明动物研究所，便可以为这头小牛做
DNA亲子鉴定。

得知有了鉴定机构，梁生建询问了鉴
定费用，告知鉴定一个样本需要2000元，
两头牛的样本共需要4000元。于是，梁生
建再次组织谢登发和额么甲进行调解。

经过商议，双方都同意对小黄牛做亲
子鉴定。因为现在只有谢登发家有母牛，因
此，如果小黄牛的DNA与谢登发家的母牛
DNA吻合，则判定小黄牛归谢登发所有，
如果不吻合，则小黄牛判定给额么甲。由此
产生的鉴定费用，则由“假主人”支付。

高山牧场一头小牛 两村民都说是自家的

给牛做亲子鉴定 非主人一方支付鉴定费

牛值千元鉴定要四千元 民警帮村民寻求司法援助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 18011 期排列 3 直

选中奖号码：972；排列5中奖号
码：9723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8011期开奖
结果：078。●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18005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2、20、21、28、31、
33，蓝色球号码：06。（以上信息以开奖
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半个月前，成都姑娘小吴的狗从家里走
失，被邻居捡走后转送给一位女士，期间，小吴
不断与这位女士沟通想将狗要回来，对方却索
要购买狗粮、狗窝等各种费用。11日，小吴辗转
查询到这位女士的名字和地址，带着朋友上门
讨要自己的狗。在敲门时还能听见自家狗狗欢
叫的声音，不久后却发现狗狗在楼下奄奄一
息，而领养人何某已失去联系。

走失 小区邻居捡到狗狗送人了

小吴今年 22 岁，半年前以 4000 多元的价
格购买了一只柯基狗取名莱恩，养了半年多了
感情深厚。

半个月前，狗狗不见了。小吴向小区保安打
听，获知确有一只柯基狗被两位男邻居捡了。小
吴找去，对方说送给了一位女士，并且将这位女
士的电话给了小吴。小吴打过去，那位女士承认
狗狗在她手中，小吴要求发地址去接狗回来，
对方却立即挂断电话。

“我又回去联系这两位男士，他们说跟领
走狗狗的女士只是微信朋友，并不熟悉，尽量
帮我要回来，又说那位女士的女儿很喜欢狗
狗。”小吴说，此后那位女士用电话号码加她微
信，告诉小吴狗狗被卖狗肉店了。

“男邻居说可能真的已经杀了，他们也有责
任，愿意赔钱给我。”小吴说，她怀疑该女士是想将
狗据为己有，拒绝了赔偿。

沟通 对方要钱 不给就饿死狗狗

此后，小吴又不断在微信与该女士对话，
确认狗还在对方家中。

“我问她怎么样才能还我，给她钱重新买
都可以，她说不要太差的狗，我说 1 万元以内
我都能接受。”小吴说。这次“讨价还价”之后，
这名女士再次变卦，说女儿只喜欢这只狗，其
他的都不要。

在长达半个月的沟通中，小吴曾让对方发

狗狗的照片、视频，确认狗狗的安全。后来，小吴
查询到对方姓何，今年34岁。“她经常发微信威
胁我让我打钱，如果不给钱就把狗狗饿死，一会
又说狗狗买了狗窝，让给狗窝的钱。”小吴说。

发帖 网友比对出领养人的家

1月10日，小吴在网上爆料事情的经过，公
布了何某的电话及个人信息。此事迅速在网上发
酵，网友根据一段视频，比对出何某所住的小区。

“今天早上我还跟她说，如果她愿意把狗
还给我，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小吴
说。1月11日近10点，她和朋友一起到龙泉驿
该小区某栋 6 楼敲门，小吴的声音刚起，就听
到了莱恩扒门欢叫的声音，但何某拒不开门。

不得已小吴选择报警，警方抵到现场后，
让小吴等人先下去等候。等小吴终于可以进门
后，却怎么都找不到狗，也听不到狗的叫声。

哀伤 狗在领养人楼下奄奄一息

就在遍找而无果时，小吴在何某所居住
单元的楼下发现了莱恩，当时它躺在水泥地
上奄奄一息。“狗还在喘气，躺的地方对着她
的窗户，我们上楼之前看过窗户是开着的，后
来狗死了再看，窗户已经被关上了。”小吴的
一位朋友说，他们赶紧将狗送往宠物医院，但
抢救无效，医生诊断为高处坠落导致死亡。

1月11日，成都商报记者在洪河派出所见
到小吴及她的朋友，小吴眼眶通红，正在做笔
录。小吴的朋友介绍，狗狗死后他们找到小区
物业调取监控。监控显示，1 月 10 日 11 点 39
分，何某曾经带着女儿牵着莱恩出入电梯。

“包括她以前发给小吴的狗狗视频，这些
证据都可以证明这只狗狗在她手中。”小吴的
朋友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根据小吴提供的电话，成都商报记者联
系到捡狗的男邻居。他说，狗的确是他捡回来
的。“我曾经跟狗主人商量，狗找不回来能不
能给她赔点钱，她说不要，让我把领狗的人信
息给她，这件事情就跟我没有关系了。”这位
男邻居说，他没有推卸责任，他也不认识这位
报名领狗的人。

昨晚，记者前往何某的户籍地址，发现门
上贴着法院关于该女子与他人民间借贷案的
通知，还有物业催缴物业费、水电费的通知。
邻居表示，约5个月前曾见一名女子清理被人
泼在门上的油漆。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彭亮

逯望一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未谈拢报酬？
走失的小狗摔死在领养人楼下
龙泉驿警方：已开展调查 川师声明：领养人非我校教职工

昨日，龙泉驿一小区，小吴抱着爱犬，哀痛不已

早在 2000 年 1 月，中国科学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运用“微卫星 DNA 法”，就
做出了国内首例牛亲子鉴定。2011 年国
家畜牧局出台了《牛个体及亲子鉴定微
卫星 DNA 法》。这个标准从采样、所用
仪器、鉴定手段、办法、技术流程等均作
了严格规定。

该标准遵循的是孟德尔遗传分离定

律，并根据多个微卫星基因频率标记计
算的鉴定结果，可在一定概率水平上，判
定争议牛的父（母）。给牛做 DNA鉴定，
鉴定血样为黄豆粒大的几滴即可，采用
的技术为细胞的线粒体技术，线粒体
DNA是通过母系遗传，如果线粒体DNA
高变区一致，就能确定它们来源于同一
母系。

如何给牛做亲子鉴定多知道点

1982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55
岁的刘式成在公安战线干了36年。

作为长期奋战在基层一线的二
分局五大队民警，在工作中刘式成
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罚量和辖区秩序
管理效果始终名列前茅，可他却说
他很平凡，他只是尽了应尽的职责。

刘式成在大队人缘非常好，大
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对待工作，
老刘严格执法，处事冷静，原则性
强。人称“铁面交警”。先后荣立个人
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受到个人
嘉奖12次。

2011年11月25日凌晨零点开
始，辖区内的羊西线抚琴西路段、永
陵路段机动车道全封闭施工开工，
对辖区内道路交通车辆通行影响十
分大，刘式成考虑到施工对群众带
来的出行不便，主动站在了成彭立
交的交通枢纽地点向过往车辆适时
提供路线讲解，满足广大市民的交
通需求。“从市民最初的抱怨，到逐
渐适应新的交通限行规定，再到理
解和支持我们交警的工作，看来，我
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刘式成说。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张迪琪

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 守护新时代美好生活，，，，，，，，，，，，，，，，，，，，，，，，，，，，，，，，，，，，，，，，，，，，，，，，，，，，，，，，，，，，，，
铁面交警刘式成：
奋战在交警一线36年

成都火锅文化月
昨日落下帷幕

1 月 11 日，首次访华的北欧和
波罗的海国家代表团开启访川之
旅，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芬兰、挪
威、拉脱维亚、冰岛议长，瑞典第一
副议长，立陶宛议会财政预算委员
会副主席以及 6 国驻华使节。访川
的首日，他们以成都科学城为窗口，
打开对成都和四川的认识。

代表团里唯一来过四川两次的
议长是冰岛议长西格富松以“起重
机”为关注点，看到了四川经济发展
的活力。他同时透露，冰岛驻华大使
馆正在筹建成都的签证中心。截至
目前，丹麦嘉士伯、马士基、芬兰诺
基亚、叠拓、瑞典宜家、沃尔沃等一
大批北欧知名企业已在川落户。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北欧和波罗的海
议长团首访四川

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超表示，
在法律上狗视作财产来对待和处理，按照

《物权法》和《民法通则》，拾得他人遗失的狗
是拾得遗失物，一般要交给失主，无法交给
失主则应交给公安机关处理。中间发生必要
的喂养费用，可以由狗的主人承担。

具体到此次事件，邢连超认为，该女子
得到狗，知道失主后应当归还，“当然索要部
分狗的喂养费用是合理的。”如果有证据证
明是该女子摔死了狗，那么属于毁损他人财
物，应进行赔偿。此外，狗主人和狗有个人感
情，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此外，邢连超
认为，此事件中，将该女子的个人信息在网
上公开并进行骚扰，涉嫌违反相关法律。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小虎
认为，如果该女士确实得到了小吴的狗，并帮
她喂养，“要求支付相应的喂食费用是合理
的。”不过，该女子拒不归还小吴的狗构成侵
占，因为狗的所有权属于小吴，小吴有权要求
归还。如果确信是该女子把小吴的小狗故意
摔死，“属于故意损坏财物的行为，应当赔偿小
吴的损失。”如果狗的价值比较高，根据《刑法》
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
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判处3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该女子还涉嫌故意
损害财物罪。另一方面，网友的行为已经侵犯
了该女子的个人隐私，她可以要求网络平台
删除相关信息，进行维权。

1月11日下午4点半，成都商报记者
来到何某所居住的楼层，敲门无人应答，
多次拨打电话，或关机或无人接听，发送
短信亦没有回复。

何某所在的楼后面正对面是一条马
路，绕到楼层背后，可以看到，楼层窗户
的正下方，尚有粉笔标记的痕迹，地面残
留了血迹。小区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听闻过狗被摔死的事情，但是拒绝透露
更多的信息。

1月11日下午5点半左右，龙泉驿警
方发布警方通报，针对网上反映的“女孩
讨要丢失爱狗未谈拢酬金，柯基狗疑被
捡狗人丢下楼摔死”的情况，我局高度重
视，已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公安机关将根
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

11 日下午 5 点，四川师范大学发布
辟谣声明：近日微博有传我校教师索酬
不成摔死小狗，经核实，非我校教职工。

警方介入调查 川师辟谣

进
展

如摔死小狗，涉嫌毁坏他人财物
“人肉”捡狗者，或侵犯个人隐私

律
师
说
法

民警为小牛采血

昨日，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2017美食之都成都火锅文化月”
总结大会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现场揭晓了“2017成都火锅
文化贡献奖”、“2017十大老外最爱
的火锅奖”、“2017十大消费者最佳
体验火锅奖”、“2017十大消费者最
佳体验串串香奖”等四大奖项。

根据成都餐饮同业公会初步统
计，元旦期间宽窄巷子、春熙路等火
锅集中街区的火锅企业营收同比增
长8%~20%，消费人数同比增长20%
以上，跨年夜春熙路凌晨 4 点还有
消费者用餐，有火锅店当天消费者
排号达2000多号。本次火锅文化月
期间，上万家成都火锅门店共接待
消费者数百万人次，周边产品销售
火爆，线上线下共实现销售近十亿
元，进一步拉动了市场消费。（以上
数据为不完全统计）

据了解，本次火锅文化月活动
期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
坡、日本、迪拜等全球各地的数十家
海外门店，联动国内同步开展火锅
文化月主题活动以及打折优惠和特
色推广。在2017~2018跨年夜里，纽
约、墨尔本、温哥华、迪拜等国际化
大都市的成都品牌火锅门店生意火
爆，共计上万名海外消费者选择以
吃成都火锅的方式来迎接新年。

在现场，还发布了一组趣味大数
据：成都火锅消费者65%是18~30岁
的年轻人，且一半以上是90后。其中，
18~24岁的消费者占总消费人数的
40.8%，每笔消费单价129.2元。25~29
岁的消费者占总消费人数的24.6%，
每笔消费单价197.7元。在年龄分布
方面，每笔消费单价最高的是30～34
岁的 80 后消费者，每笔消费单价
223.2元，占总消费人数的15.1%。

成都市锦江区的火锅门店接待
消费者人数最多，占到了全市总消
费人数的 22.4%；武侯区的火锅门
店的每客消费单价最高，达到了
223.55元。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