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1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公安局发布了一则通报：11日凌晨，通江县诺江镇维尔康
酒店发生一起跳楼自杀警情，死者罗某某（女，13岁，通江县人）与母亲在该酒店4楼某房间内
争吵后，趁其母亲不备，从房间内的窗户跳楼自杀，当场身亡。

事后，女孩母亲称，女儿当晚喝酒了，可能把窗户当门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调查发
现，女孩罗某某在8月13日还涉事一场“打人官司”即将开庭，其母前不久才从外地赶回通江，
就是为了这场官司。

罗某某死后，家属认为有多处疑点，事发前，罗某某已离家几个月，在外面漂着，这段时间
她并没向家里要过多少钱，不知其是怎么生活的。

据警方介绍，此案已排除他杀可能。

8月1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联系上女孩罗某某的父
母，其母张某情绪还不稳定。通过
沟通，她接受了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的采访。

张某介绍，事发当晚，自己通
过一个和女儿联系比较多的男子
微信找女儿，对方回复她在一酒吧
玩。随后，张某来到当地的“空瓶
子”酒吧找女儿罗某某，男子找到
罗某某将其带到她面前，还将女儿
的手机递给了张某。张某说：“当时
就看到了她（罗某某）化了妆。”

在酒吧外，张某还看见了和

女儿一路的几个男孩，“她喝吐
了，另外还有男孩子也喝吐了”。

张某让女儿回家，但女儿不
听，而是从包里拿出了酒店房卡，
说自己开了房间，就在距酒吧不
足100米的维尔康酒店。

因为女儿酒喝得多，张某拉着
女儿的手，母女两人来到女儿入住
的405房间。“房间的门是大大开着
的，进去一看烟灰缸内还有很多烟
头。”张某说，此外，还有5杯奶茶。

进入房间后，张某说，自己手
中女儿的手机还在不停来电，但
是自己并没有接，随后还有一人

发来信息问：“你在哪个房间”。
张某说，女儿罗某某在窗子附

近，等自己转身时，女儿就跳楼了。她
表示，当时女儿罗某某还处于醉酒状
态，有人打电话来，“她心里可能很
急，想出去，可能把窗户当门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现
场查看发现，酒店的房间窗户是
玻璃窗，在旁边还有一个小的玻
璃窗。405房间窗户离地面有10米
左右，出事后，房门已紧锁。

据通江县诺江镇派出所民警
介绍，罗某某死亡案已排除他杀
可能。

女孩在酒吧醉酒
出事前有人发信息问其房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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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女孩与母争吵后跳楼身亡
其母：她当晚化了妆，和人在酒吧喝酒

在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对女孩母亲张某的采访中，张某
介绍，自己7月份去了上海，最近
才回到通江，回来的原因是女儿
罗某某涉及一场官司。

张某介绍，5月份，正在读初一
的罗某某和一名谢姓女同学，与两
个男孩一起将另一罗姓女学生打
伤。据谢同学的家长介绍，当时是
罗姓女孩发信息和一名曹姓男同
学“约架”，自己女儿和罗某某等4
人一起“先下手为强”。

被打的罗姓女孩的父亲介绍，
当时4人打的是女儿的脸，“脸都打肿
了”，产生了1000多元医疗费用。事后
谢同学和罗某某被他起诉到法院。

8月12日，谢姓女孩的家长介

绍，最近收到通江县人民法院的
传票，传票上显示“8月13日上午
10：30”，“第六审判庭”。谢姓女孩
的家长和张某介绍，通过谢同学
和罗某某的讲述，两名男孩打得
凶些，但并没有被起诉。

谢姓女孩的家长称，自己碰到
过罗某某的母亲张某，说在找罗某
某，因为开庭的事情。自己还想和张
某一起谈一下开庭的事情，没想到
罗某某在11日凌晨就“出事儿了”。

张某也表示，自己因为女儿
的官司要开庭，才提前从上海回
到通江。

8月12日，被打的罗姓女孩的
父亲得知罗某某出事，表示心里
很悲痛，打算撤诉。

罗某某的父亲介绍，自己一
直在上海做快递生意，妻子张某
曾在去年10月回到通江管女儿罗
某某，因为女儿当时读初中了，处
于叛逆期。张某说，在那个时候，
她就感觉女儿罗某某在和社会上
的一些人来往。

罗某某出事之后，母亲张某

和家人发现多处疑点，如：一个
13岁女孩儿，没有身份证，是怎
么开到酒店房间的？又在里面住
了多久？

派出所民警介绍，罗某某是用
一男子的身份信息开的房间，入住
3天。不过，该男子和罗某某是什么
关系，张某和家人表示不得而知。

此前，罗某某在打人之后，曾被母
亲送回老家洪口镇，几天后又被人
开车接走，接走女儿的这人是谁？
张某猜测，可能是事发当晚递给自
己手机的男子。

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了解，罗某某自5月份离家出走
后，就一直在外面漂。

因为罗某某离家后，家人四
处寻找不到。后来，在其母张某7
月去上海之后的一段时间，罗某
某被诺江镇派出所民警找到，因
没有父母在身边，她被民警送到
了通江县救助站。

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罗某
某被送到过救助站，当时打扮成
熟，根本看不出她是13岁女孩，看
起来有20多岁的样子。她在救助

站待了不久，就被一名男子以“表
哥”的身份带走。随后被工作人员
发现，并和警方取得联系，警方和
母亲张某联系后，确认这名男子
并不是罗某某的表哥。

诺江镇派出所民警介绍，在
事发当晚，和罗某某在一起的其
他几名男子是谁，是做什么的，包
括当晚一直给罗某某打电话的人
又是谁，目前尚还在调查中。

而这一连串疑问，也让张某和
家人很是不解。最大的疑问是，在罗
某某5月底离开家的这段时间，她曾
时不时向家里要几十元钱救急，但
父母并没有打更多的钱给她。“这几
个月，她是怎么生活的，又和哪些人
在一起，都是疑点。”张某说。

8月12日，张某和家人带着这些
疑点前往诺江镇派出所，希望警方
能查清女儿身上的这些谜团……

此前女孩打人被起诉
官司本该于13日开庭

女孩用一男子身份信息开房
显示入住了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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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检
修公司自贡运维分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线路由他们管理，在接到未全
亮一家的反映后，电力方面在今年6
月曾到现场测量。“激光测出来是六
七米，后来经纬仪测出高压线距他
家房屋的水平距离是7.75米，垂直
距离有20米左右，所以没有记。”

该负责人介绍，根据《电力法》、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500千伏高
压线的保护区范围是20米，而保护区
内不得兴建建筑物。因此，未全亮一
家拆除老屋重建，需离高压线至少20
米，这是为了保护电力设施。“距500
千伏高压线5米内的房屋拆迁没有明
确规定。”该负责人说，但在设计高压
线线路时，一般都是按照5米范围内
拆迁执行，以免后续不好处理。

对于未家所称的《电力设施保
护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500千伏高
压线距建筑物需达到8.5米水平安
全距离的情况，该负责人称，8.5米

是在厂矿、城镇、集镇、村庄等人口
密集地区设置的，是保护电力设施
的，而不是针对房屋。而根据国标

《110～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
规范》500千伏高压线边导线在最大
计算风偏情况下与建筑物的最小净
空距离为8.5米，在无风情况下与建
筑物的水平距离为5米。“因此，（未
全亮家）不在拆迁范围内。”

那么，是否如未某及马坤祥所
说的该线路存在5米外同等情况而
被拆迁的呢？该负责人说，他们是
2009年才接收管理该线路的，此前
的情况他们不清楚，施工方是否赔
偿他们也不清楚。该公司另一相关
负责人还称，也可能存在当年管理
没有现在规范，有村干部等将自己
亲戚纳入拆迁范围的情况。

对于未全亮称下雨天家里光纤
线带电及高压下打伞有触电感的情
况，该负责人称，这是正常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218期开奖结果：649，直选：3479
注 ，每 注 奖 金 1040 元 ；组 选 6：11789 注 ，每 注 奖 金 173 元 。
（16361032.1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218期开奖结果：64925，一等奖26
注，每注奖金10万元。（294750752.8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094期开奖结果：4085635，一等奖0
注；二等奖3注，每注奖金102628元；三等奖134注，每注奖金1800
元。（33748835.6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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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19094期开奖结果：10
27 12 05 19 18，特别号码：06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9218期开奖结果：532。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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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房距500千伏高压线7米多
下雨天家里带电？

当地运维分部：5米外不属拆迁范围
村民欲拆屋重建但被要求修到20米外

每逢下雨天，四川隆昌的未全
亮一家都有些提心吊胆：自己的
房屋在前，电力方面的高压线在
后，他家被屋旁的500千伏高压线
困扰了20年。据未全亮父子称，
500千伏高压线距他家房屋距离
达不到《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
则》中规定的8.5米水平“安全距

离”，仅仅六至七米远。每逢下雨天，
家里的光纤线便带电，但一直未得
到电力方面的处理。

如今，他家打算拆除老屋重建，
电力方面却要求他们离高压线至少
20米。“我房子在前，他们（电力方
面）不处理，现在却要我修到20米外
去，确实感觉有点不公平。”

“花季”的最后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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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送到过救助站
后被一名“表哥”带走

谜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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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摄影报道

其母通过一个和其母通过一个和
女儿女儿联系比较多的男联系比较多的男
子微信找女儿子微信找女儿，，对方对方
回复她在一酒吧玩回复她在一酒吧玩。。
随后随后，，张某来到当地张某来到当地
的的““空瓶子空瓶子””酒吧找女酒吧找女
儿罗某某儿罗某某，，男子找到男子找到
罗某某将其带到她面罗某某将其带到她面
前前，，还将女儿的手还将女儿的手机机
递给了她递给了她。。

酒吧
寻人

进入房间后进入房间后，，其母其母
说说，，自己手中女儿的手自己手中女儿的手
机还在不停来电机还在不停来电，，但是但是
自己并没有接自己并没有接，，随后还随后还
有一人发来信息问有一人发来信息问：：

““你在哪个房间你在哪个房间”。”。女儿女儿
罗某某在窗子附近罗某某在窗子附近，，等等
自己转身时自己转身时，，女儿就跳女儿就跳
楼了楼了。。

事发
细节

女儿是用一男子女儿是用一男子
的身份信息开的房间的身份信息开的房间，，
入住入住 33 天天。。该男子和她该男子和她
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此前此前，，罗罗
某某在打人之后某某在打人之后，，曾被曾被
母亲送回老家洪口镇母亲送回老家洪口镇，，
几天后又被人开车接几天后又被人开车接
走走，，接走女儿的这人又接走女儿的这人又
是谁是谁？？

疑点
重重

一下雨
光 纤 线 带
电，未全亮
只能更换为
“锅盖”接收
电视信号

未全亮一家住在隆昌市响石镇
石峡村6组，老屋是多间土墙瓦房。
未全亮说，房屋是1985年之前修建
的，屋旁的500千伏高压线是1999年
左右才架设的。

“当时，我家是划入图纸的拆迁
范围了的，但最后没有拆迁，也没有赔
偿。”未全亮称，此后，高压线验收时，
他又不知道找谁，所以此事便搁置下
来。直到2005年和2007年，他先后找过
电力方面，有工作人员到场称“要拆”
和赔偿，但最后也没了下文。因过去至
少10多年，加上高压线管理方变换，他
的这些说法一时无从查证。

73岁的未全亮还说，因高压线
离他家水平距离仅六七米，每逢下
雨天，他家此前安装的光纤线都带
电，为此只能更换为“锅盖”接收电
视信号。此外，打着雨伞从高压线下
经过时，雨伞的铁杆挨着身上时，还
有触电的感觉。“我感觉还有辐射，

记忆力也越来越差了。”未全亮称。
让未全亮一家更想不通的是，

最近一两年，儿子打算拆除老屋重
建，但却被要求建房必须离高压线
至少20米。未全亮的儿子未某称，因
为高压线距老屋太近，他找过当地
镇政府，但对方从中协调也无果。

“电力公司的人来测量了，高压线距
我家房屋的水平距离仅六七米。”未
某说，这并未达到《电力设施保护条
例实施细则》中“500千伏高压线距
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8.5米”的要
求，但电力方面却称距高压线5米内
的才会拆迁，且重新建房必须离高
压线20米。

“我房子在前，高压线在后，距
离也不到8.5米，他们不但不处理，
现在反而要我修到20米外去，这确
实感觉有点不公平。”未某认为。他
还说，附近有同样距离在5米外的，
最终也得到了赔偿而搬迁的。

仅7米远！房屋距高压线太近未获赔
拆房重建却需搬至20米外村民反映

村支书称有同等情况房屋获赔
但电力称5米外不属拆迁范围记者调查

石峡村村支书马坤祥证实，未
全亮一家的房屋在前，其屋旁的500
千伏洪板二线高压线是1999年才架
设的。

“有同等情况下拆了的，但未全
亮家的房屋没拆。”马坤祥说，在他
担任村支书后，2005年，未全亮曾找
过他，他和未全亮也去了电力方面
咨询。当时，电力方面有工作人员到
场测量和处理。“他们测了距离，但
没给我们说距离是多少，只让我签
字，意思好像是在拆迁范围内。”

然而，此事仍未得到任何处理。
“直到现在，我们也多次给镇政府反
映，找了电力方面，但一直没有得到
解决。”马坤祥也说，如今，电力公司
到场测量后的答复均是未全亮家房

屋在高压线水平距离5米外，不属于
拆迁范围。马坤祥也称，高压线存在
电力干扰，每逢下雨天或雾气较大
时，从高压线下经过，都有触电感。

“（未全亮）一家想要解除电力
干扰，想要拆了房子重建。”马坤祥
说，但电力方面要求必须在20米外
修。然而，基本农田不能建房，未全
亮一家所处的位置又在响石镇和黄
家镇交界处，再退便是黄家镇范围，
找不到地建房。

对于未某所说的附近有距高压
线5米外而得到搬迁赔偿的情况，马
坤祥也称，在不远处的邻镇黄家镇，
有3户距涉事高压线5米外的农房曾
在2013或2014年高压线换线时，得
到了拆迁赔偿，每户10多万元。

电力检修公司自贡运维分部：

8.5米“安全距离”是保护电力设施的
一般房屋在5米内才拆迁

回应

法院传票

罗某某生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