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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拍卖都在网上进行，起
拍价为46.8万。花46.8万就可以买
一架飞机？引来超过8.7万次围观，
专门有491人设置提醒观看拍卖
过程。如果你也想要参与拍卖，需
要缴纳5万元的保证金。

2分钟后，拍卖开始。一共有3
人报名参与拍卖。

从47万到47.2万，从47.4万到
47.6万……最终，以47.8万的拍卖
价格成交，整个拍卖时间不超过
一小时。

按照拍卖公示，尾款需要通过
网上订单支付，尾款支付截止时间
在竞价结束后的15个自然日。物品
需要买家自提。在公示中还写明，

“成都海关声明：经咨询民航管理部
门，该飞机现状不满足试航要求，无
法办理《民用航空国籍登记证》、《民
用航空器标准适航证》、《民用航空
器电台执照》等。该飞机只能作为展

示、教学用具等用途，无法上天飞
行，请竞买人慎重竞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咨询四
川省盛世龙拍卖有限公司负责此
次拍卖的工作人员严女士，对方
透露，“飞机是成都海关罚没的一
架飞机，拍卖价格是经过国家价
格认证中心进行评估后的价格。
这个飞机的市场价格是100多万，
但现状不满足试航要求，不能上
天飞行。”至于成都海关罚没的原
因，严女士表示不清楚。

严女士透露，这不是拍卖公
司价格最高的拍品，“但是拍卖私
人飞机还是第一次。我们是今年9
月接到了成都海关的委托。”

不到一小时，就买下一架飞
机，买家何许人也？严女士透露，

“买家来自北京，飞机听说会留在
四川作为教学使用。目前飞机已
经被买家自提提走。”

新鲜事：
新业主要装修房子
买26桶食用油送邻居

今年30多岁的刘伟是成都人，妻
子是西南科技大学的一名老师，他也
于2014年到绵阳工作。今年，夫妻二
人在绵阳愿望帝景小区购买了一套
房屋，位于所在单元的顶楼11楼1号，
上周开始装修。

10月24日，在房屋装修前，刘伟
和妻子到超市购买了26桶食用油，每
桶70多元，他们先是将食用油搬到自
己家中，然后提着食用油，先敲开了
11楼2号邻居，将食用油送到邻居手
中。随后，他们又提着食用油从上往
下，挨家挨户敲门，挨家挨户送油。

“这是一个老小区，住户都生活了
至少十多年，我们才购买房子，现在进
行装修，噪音、粉尘、振动，包括使用电

梯等，肯定都会给邻居们的生活造成影
响。所以在装修前，我们夫妻想了很久，
开始想过送水果、牛奶，但最后选择了
食用油，因为每家每户都需要。”10月28
日，刘伟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经过统计，所在单元共有27户居民，因
此，他们购买了26桶食用油，送给邻居
也是希望得到邻居们的谅解。

老住户：
买房装修可以理解
他们太客气了

10月28日上午，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来到愿望帝景小区，在刘伟所
在单元，不停有工人推着建筑垃圾进
出，也不时有电钻声音传出，在刘伟的
家中，工人们正在进行装修工作。

廖大姐是11楼2号的业主，她也
是最先见到刘伟夫妻的。她介绍，当

时刘伟夫妻来敲门，提着食用油，先
是自我介绍了，并称他们即将装修，
会产生噪音等，会影响到邻居们的生
活，为了表示歉意，准备了一份小小
礼物，希望得到谅解。

记者发现，刘伟夫妻所送的食用
油上还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
爱的邻居：您好！我是1101的住户，非
常高兴成为您的新邻居。即日起，我
们将进行装修，虽然我们会严格按照
国家规定的时间进行施工，但装修期
间的噪音、粉尘、振动，依然会对您造
成一定的影响，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希望得到您的
谅解。感谢！”纸条的落款为“您的新
邻居1101住户以及全体装修师傅”。

“他们买了房子进行装修，这是
理所应当的，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夫妻二人
确实非常客气，我们推了好久，他们

还是坚持要我们收下。”廖大姐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现场

走访时，很多邻居表示，刘伟夫妻非
常客气，提着食用油送给大家，“装修
的噪音粉尘等，确实对大家的生活有
影响，但买了房子进行装修也是应该
的。而他们这么谦虚、礼貌的做法很
暖心，特别是在食用油上还贴着暖心
的纸条。”邻居们说。

新业主：
有的邻居似有警惕
但大部分是热情的

彭先生也是刘伟所在单元的业
主，他收到食用油后，拍了照片发朋
友圈，并对新邻居的行为点赞。他的
朋友圈中，很多人都称这位新邻居为

“中国好邻居”。
10月28日，记者联系上刘伟夫妻

时，他们对于邻居们的称赞也有些不
好意思，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刘伟
告诉记者，当天上午，他们挨家挨户敲
门送食用油，有些邻居不在家，因此晚
上他们又跑了一趟，最后还是有三四
户邻居不在家。他们因为要上班，就把
食用油给了物业，请他们帮忙送上。

“给邻居送食用油，一方面是因
为装修对他们生活产生的影响表示
歉意，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认识邻
居们。现在，很多同住一单元、一小区
的邻居，见面不会打招呼，更谈不上
认识，通过这样的办法，我想也可以
认识邻居。”刘伟介绍，在和邻居的接
触中，他发现有的邻居似有警惕，“但
绝大部分邻居是热情的，理解的，通
过这样的方式，我也可以发现，至少
有些邻居以后可以成为好朋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摄影报道

跟踪
怀疑妻子不忠
他网购定位器悄悄装妻子车上

何某今年40岁，中专文化，南充
人，系南充某公司职工。2013年7月
16日，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成都某
地产置业公司川东北片区的女员工
任某，两人在2015年春节结婚。

据任某后来向警方陈述，她和
何某刚结婚时经常吵架，后来慢慢
融洽了，自己的事业心较重，是其公
司川东北片区的项目总监。但丈夫
何某却不求上进，一门心思玩游戏，
自己曾与何某闹过离婚，后来何某
对自己好了些，但她也感觉到何某
对自己管得比较紧。

据何某案发后交代，2018年春
节期间的一个晚上，妻子任某没有
回家，并称在南充高坪区打通宵麻
将。不过，他事后调取妻子驾驶的奔
驰车行车记录仪发现，车子一直停
在顺庆区1227广场，为这件事，何某
和妻子大吵一架，并怀疑妻子做了
对不起自己的事。

何某交代，他之后便特别留意
妻子的行踪，并悄悄在网上买了定
位追踪器和“野外生存刀”，偷偷将
定位追踪器安装在妻子的奔驰车副
驾驶座位下面，他通过手机APP就
能随时掌握妻子车子的行车轨迹和
位置信息。

2018年3月25日晚，何某给妻
子打电话，妻子说自己跟同事在滨
江天地吃饭，但何某通过定位却发
现，妻子的车在泰合青年城，晚上
11点，任某的车到了人民中路，第
二天凌晨又停在了顺庆区1227 广
场附近。

何某觉得，种种迹象表明妻子
在对自己撒谎。

案发
妻子与男上司举止亲昵
他提刀捅刺妻子上司

何某说，2018年3月27日上午9
点，妻子在出门上班前，告诉他下午
要在外面谈业务，晚上要晚回来。当
天下午，何某通过此前安装在妻子
车上的定位器，发现妻子在下午2点
40分就把车停在了1227广场。直到
下午5点过，自己给妻子发消息未获

回复，之后给妻子打电话，妻子说在
忙，语气非常急促，称在晚上10点之
前回来。但妻子的话和语气让何某
觉得不对劲。

想到这些，何某决定开车到
1227广场找妻子。晚上9点，何某将
车停在距妻子的车正前方20多米
远，中间隔了三个车位、二个通道的
位置，然后就一直在车上守着。大约
20分钟后，任某和其男上司刘某从
电梯下来。何某后来描述说，刘某和
妻子走到妻子的奔驰车前，说了几
句话就在拥抱，很亲密，自己当时没
有下车，发现刘某和任某都把包放
在前排副驾驶位上，然后两人又上
了车子后排座位。

何某称他原打算先过去看一
下，但走了两步又折回来，将此前网
购的一把刀拿在手里，他觉得“如果
他们在干什么，自己拿把刀更有威
胁性些”。当他走到妻子的奔驰车
前，刚好看到妻子和其上司在车内
正非常亲密地抱在一起。

随后，何某拉开后排车门，右手
持刀不断地朝刘某身上捅去。

判刑
男上司经抢救无效死亡
何某因故意杀人获刑15年

当晚，刘某被捅伤之后，任某和
何某一起将刘某送往附近的南充市
中心医院，但刘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后经鉴定，刘某胸部有3处创口，腹
部有8处创口，全身另有10余处创
口，因多器官及血管损伤致急性失
血性休克死亡。

10月28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获
悉，本案经法院审理认为，何某故意
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
意杀人罪。何某作案后立即拨打电
话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
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
减轻处罚。何某作案后即将被害人
送医院抢救，虽最后被害人经抢救
无效死亡，但对被告人的积极救治
行为可在量刑时酌情考虑，鉴于本
案系婚恋纠纷引起，在量刑时酌情
予以考虑。

最终，法院依法判处何某有期
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希望大学生电视节在成都绽
放……”在央视主持人李思思的祝
福下，第八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昨
日正式启动。作为国内扎根大学生
的重要活动，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已
经成为中国电视人、中国电视业和
中国大学生的年度盛事。

据悉，第八届－第十届中国大
学生电视节将落户成都，第八届则
将于12月16日-19日在成都举行。
届时，电视节将吸引国家主管部门、
行业专家、优秀电视人、电视制作机
构、产业资源来成都，推动影视产业
更好更快发展，也将助力成都世界
文化名城建设。

中国大学生电视节是由中国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视艺术
家协会、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主办的
一项大型文化活动。自2010年创
立，已走过9个春秋。往届大学生电
视节扎根大学生群体，以影像为媒
介，传递了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趋
向，更为当代大学生和市场、媒体
搭建了一个互动与交流的桥梁，已
逐步发展成为影视行业及学界的
年度盛会。

昨日在北京举行的活动上，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
秘书长范宗钗介绍，本届大学生电

视节以“青春榜样 凝聚力量”为主
题，希望当代电视从业者、当代大
学生创造更多精彩。和往年一样，
本届大学生电视节依然秉承“大学
生看、大学生评、大学生创作、大学
生参与”，具体有年度“最受大学生
瞩目”单元、电视艺术家进校园、优
秀电视作品推介、影视教育论坛、
开闭幕式晚会暨颁奖典礼等主题
活动。

最受关注的年度“最受大学生
瞩目”单元，今年将以学生参与、专
家分析、媒体公布、建议反馈的活动
形式，推举出年度最受大学生瞩目
的各类电视节目和电视剧以及喜爱
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剧演员等，
并在闭幕晚会上一一揭晓。

在现场，赵薇版《还珠格格》中
容嬷嬷的扮演者、已经80多岁高龄
的李明启也赶到现场。虽然已80高
龄，但李明启在说话时依然中气十
足，她号召艺术工作者创作更多好
作品给大学生看，也希望大学生创
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给观众看。说
到动情处，李明启甚至眼含泪水，
用哽咽地声音表示，“现在的大学
生很幸福，一定要珍惜每一天珍惜
每一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第八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正式启动
12月16日-19日在成都举行

成都海关网上拍卖飞机
引来超过8.7万次围观
有人花了47.8万
买下这架私人飞机

公开报道显示，捷克领航者
飞机制造公司生产的Skyleader
600（领航者SL600）是一款单发、
双座、下单翼、全金属结构的轻型
飞机，采用全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技术生产，是世界上技术最领先
的轻型机型之一，已通过中国民
用航空局型号认可（VTC）。

捷克领航者飞机制造公司
位于捷克伊赫拉瓦市，经过多次
接洽，2017年3月，卓尔航空工业
公司收购了捷克领航者飞机公
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相关配套公
司。2017年，第一架“武汉制造”
的Skyleader 600（或称卓尔领航
者SL600） 飞机下线，官方售价
198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颜雪 图据网络

上一周，一位来自北
京的买家专程飞来成都，
自提此前网上拍卖所得
的一件物品：这个约7米
长、3米宽的大家伙，是一
架私人飞机，全新的。

9月29日上午10点10
分，四川省盛世龙拍卖有
限公司受成都海关委托，
即将拍卖上线一件新的罚
没物品——一架2013年
捷克生产的双座并排独立
式下单翼skyleade600
轻型运动飞机。

新闻链接新闻链接

夫妇装修房子前买26桶油送邻居

留下致歉纸条：打扰了

中国好邻居！
10月24日，四川绵

阳的一对夫妻，挨家挨
户敲响了自己新家所在
单元邻居的房门，为26
户邻居送上一桶食用
油，而食用油上面还贴
着一张写有“装修、影
响、歉意、谅解”等字眼
的纸条。10月28日，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联
系上这对夫妻，原来他
们是即将新入住的住
户，因为要装修房屋，
噪音、粉尘等会对邻居
造成影响，因此他们对
此表示歉意，以此方式
希望得到邻居们的谅
解，同时也认识新邻居。
在邻居们的朋友圈，这
对夫妻也被赞“中国好
邻居”。

他疑妻不忠偷装定位追踪器
将妻子上司在车内捅刺致死
该男子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

晚上9点过，任某和其男上司一同来到地下车库，两人在车
前说了几句话，又拥抱了一下，但并未离开，两人随后将包放到
副驾驶位置，然后都上了车子后排座……

这一切，被躲在不远处的何某看在眼里，何某是任某的丈
夫。原本，何某打算先过去看一下，但走了两步又折回来，将此
前网购的一把刀拿在手里。当他走到妻子的奔驰车前，看到妻
子和其上司在车内正非常亲密地抱在一起，何某随后拉开车
门，右手持刀不断地朝妻子的男上司刘某捅去。

这一幕，于2018年3月27日晚发生在四川南充顺庆区1227购
物广场地下车库，被捅伤的刘某后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10月
28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目前，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判何某
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刘伟装修前买了20多桶食用油送邻居

被拍卖的飞机

被拍卖的飞机

飞机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