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郭彦 韩星）近日，万宁市
公安局根据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提供的线索，
经过认真侦查，严密部署，捣毁了一个“啤酒
机”赌场，当场抓获涉赌人员 18 名，其中刑事
拘留 3 人，行政拘留 9 人，警告教育 6 人，缴获
赌资 31.9 万元以及赌具一批。

5 月 13 日下午，万宁市公安局接到省公
安厅治安总队转来线索称，在万宁市南林龙
溪谷有一处赌博场所。该局立即组织精干
警力成立专案组，在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派人
指导协助下，对该赌场进行侦查。查清该赌
场的基本情况后，当晚，在省公安厅治安总

队的指导下，该局局长麦宏章亲自部署，并
组织带领该局禁毒分局、刑侦大队、派出所
及万宁边防支队 60 多名警力进入南林农场
龙溪谷，一举查获该赌场，当场抓获涉赌人
员 18 名，缴获赌资 31.9 万元、刷卡机 3 台，以
及赌具一批。

经审查，万宁市公安局依法对陈某武、
黄某杰、王某川等 3 名赌场管理人员进行
刑事拘留，对杨某飞、符某跃、黄某等 9 名
涉赌人员分别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并处罚
款 2000 元人民币，其他 6 人因未参赌作警
告教育。

万宁警方查获万宁警方查获““啤酒机啤酒机””赌场现场赌场现场（警方供图）

万宁警方捣毁一“啤酒机”赌场

抓获涉赌人员18名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邢薇薇 苏
晶）5 月 18 日，记者在东方市公安局获悉，
东方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连续鏖战近一个
月，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的大力支持
下，近日抓获一盗窃汽车犯罪嫌疑人罗某，
抓获销赃嫌疑人高某瑞，破获盗窃汽车系
列案，涉案价值 70 余万元，追缴被盗汽车 7
辆（其中一辆已被车主领回），缴获毒品疑
似物 3 小包及作案工具一批，为群众挽回了
重大经济损失。

多个小区面包车被盗

2 月 12 日，东方市涛昇国际小区地下停
车场的一辆银灰色面包车被盗；2 月 14 日，
涛昇国际小区地下停车场两辆面包车被
盗；3 月 7 日，碧海云天停车场的白色面包
车被盗。3 月 14 日，天源海景停车场的一辆
面包车被盗；4 月 29 日，山海湾小区一辆面
包车被盗……短短 3 个月的时间，东方市城
区多个住宅小区相继发生多起盗窃面包车
案件，造成面包车车主人心惶惶，严重影响
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案件发生后，东方市公安局党委高度
重视，迅速调集刑侦大队、猎鹰中队及情报
中心等精干警力组建系列汽车盗窃案专案
组，协同作战，全力以赴开展案侦工作。东
方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陈东亲自调度案件，
紧盯紧靠、一线指挥，并多次召开案情分析
会。一场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较量悄然
展开。

摸排线索快速锁定嫌疑人

案发后，专案组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细
致勘查，对被盗车辆的受害人进行回访，并
搜集、比对了全市同类车辆被盗信息，专案
组初步分析认为：城区历年来针对汽车盗
窃案件较少，从经验上判断为流窜作案；被
盗车辆的钥匙未曾遗失，推测案犯采取利
用自制工具解码汽车的点火系统，发动汽
车逃离现场；行为人作案后迅速将车驶离
八所城区，远距离逃逸，持交通工具作案可
能性极大；被盗车辆均针对同一类型车辆，

均系防盗性能较差的五菱牌面包车，且案
发时段较为接近，可以并案侦查。

通过对案发地的相关资料收集，对嫌
疑人可能出现的路段进行反复研判，通过
视频监控获取了犯罪嫌疑人较清晰的衣着
和体貌特征。民警发现一辆经过卡口的银
色面包车行迹可疑，经过综合比对，发现该
车上的人员与多宗案件案发现场的嫌疑人
相符，与东方市涛昇国际小区、山海湾小
区、鸿坤小区等十几起系列盗窃面包车案
件属同一人所为。

精确定位成功抓捕

确定嫌疑人后，民警随即围绕嫌疑人
离开案发现场后的逃离方向，经过对可疑
车辆、人员信息搜集，摸清了犯罪嫌疑人逃
跑路线。根据专案组部署，很快传来了好
消息，特情提供信息称涉案的男子名叫罗
某，绰号“神偷”，曾因涉嫌盗窃罪、故意伤
害罪被公安机关处理。专案组民警前往罗

某的户籍地对罗某展开调查，掌握到了罗
某现在使用的手机号码和现暂住乐东利国
的情况。

在乐东公安局刑侦大队的的支持下，
专案组获知，5 月 1 日晚，有人约其到乐东
利国某宾馆见面。得到情报后，专案组组
织警力 10 人迅速赶往乐东利国进行蹲守，
伏击的便衣民警在停车场见一名男子从小
轿车上走下，该男子体型微胖，身上的外套
与前期获取嫌疑男子穿着极为相似，民警
快速出击将还没反应过来的嫌疑男子当场
制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后，民警连
夜对嫌疑人进行突审，经过 2 个多小时的较
量，嫌疑人在大量证据面前败下阵来，当场
供述从 2016 年 12 月份至今，共盗窃五菱牌
面包车 15 辆，涉案总金额 70 余万元。罗某
落网后，民警顺藤摸瓜抓获销赃嫌疑人高
某瑞。

目前，犯罪嫌疑人罗某已被东方市公
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东方市警方追缴回的被盗车辆东方市警方追缴回的被盗车辆（警方供图）

小区疯狂盗窃15辆面包车
东方警方破获盗窃汽车系列案，2嫌犯被抓追回7辆被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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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 告告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省记协

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
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
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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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赟 特约记者王美燕 通
讯员侯俊杰）5月18日，记者从琼海法院获悉，
日前被告人王某妹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
琼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据了解，王某
妹一案是琼海法院判决的首例“拒执罪案”。

本案被告王某妹的丈夫李某因施工时发
生安全事故身亡，经法院判决，李某所在公司
向其父母、妻女支付赔偿金、抚养费等共计 39

万余元，除李某父母领取了 5 万元丧葬费外，
所有赔偿金共 34 万余元经当事人同意后于
2012 年 11 月拨到王某妹的账户中。但是仅
仅过了两天，王某妹便将全部赔偿金取出，转
而存入其胞兄王某及王某之妻刘某南的账户
中，这其中就包括李某父母李某际、何某兰应
得的赔偿款 14 万余元，而此时的李某际、何
某兰还被蒙在鼓里。2013 年，李、何二人向法

院起诉，经过一审、二审判决，王某妹应向李、
何二人支付赔偿款 14 万余元。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后，琼海法院执行局向王某妹发出执
行通知书，但王某妹竟在接到执行通知书后，
将 11 万元用于给自己和孩子购买保险以逃
避执行，导致执行工作严重受阻。

2017 年 1 月，王某妹因拒不执行生效判
决、裁定罪被琼海市检察院向琼海法院提起公

诉。此时的王某妹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
触犯了刑法，经法院执行局主持，王某妹一次
性向李、何二人支付 10 万元并达成和解，李某
际也向法院出具了谅解书。该院刑庭经审理
后认为，王某妹在归案后主动结清了执行标的
款，并取得了李某际谅解，可酌情减轻处罚，但
鉴于其在被关押后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酌情
幅度不应过大，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

一女孩患病无力支付医疗费

三亚崖州消防
官兵爱心捐款
本报讯（记者陈武 刘武军 通讯员王

通彬）5 月本应是鲜花盛开的季节，三亚崖
州区赤草村 21 岁女孩黄冰却因患淋巴炎，
本已贫困的家庭早已无力透支巨额的医
疗费用，无奈黄冰只能选择回家进行保守
治疗。近日，崖州消防大队基层党委组织
全体官兵和文职人员为黄冰进行爱心捐
款，帮助黄冰树立生活的信心以及战胜病
魔的决心。

海口琼山检察院开展培训

详解操作统一业务
应用系统司改版

本报讯（记者刘毓安 通讯员符巧茜）
海口琼山检察院根据司法责任制改革的

需要，对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进行了升级和

配置。近日，该院召开了统一业务应用系

统司改版操作培训会，对检察官以及司法

辅助人员进行系统培训。

该院检察业务管理局局长罗昭霞根据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升级后新增加的适应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结合海南省司法

责任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有针对性地就各

部门检察官、检察官助理配置的权限和操

作步骤进行了详细讲解。

本次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升级后的改动
较大，不仅轮案规则由人工分配转变成系
统内自动分配轮案，检察官的权限也做了
相应的改变。

海口民警反应快
斑马线上擒窃贼

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
馨）5 月 18 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了解到，海口交
警龙华大队七中队两协警迅速反应，与龙华分局飞龙便衣大
队队员合力擒获一名扒窃人员。

5 月 18 日上午 8 时 40 分，两协警在国贸十字路口执勤
时，发现一名穿黑色上衣男子驾驶一辆无牌电动自行车在斑
马线处闯红灯，便上前准备将其拦停检查。此时，突闻有人
大喊一声：“他是扒手，抓住他！”两协警迅速反应，立即徒手
实施控制，该男子意欲逃逸。最终，在随后赶到的几名人员
协助下，成功制服该男子。

经了解，是该男子实施扒窃后被龙华分局飞龙便衣大队
队员跟踪，见其被协警拦停，于是立即提示协警，合力将其抓
捕。期间，由于该男子极力反抗，导致一协警手臂被电动自
行车钥匙刮伤。经查，该男子涉嫌扒窃一名女士手机，目前
已移交辖区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醉酒旅客沉睡候车室
乐东铁警帮其联系家人并办理

车票改签手续

本报讯（记者程敏 通讯员申雪晴）5 月 17 日 16 时，一旅
客醉酒沉睡在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动车站候车室，执勤民警
守护在旁，并查找该旅客相关信息，联系家人接其回家。

当天，执勤民警发现一名旅客躺在地上，一身酒味，怎么
叫都没有反应。民警守护在旁，并想办法帮助这名旅客。民
警通过查找该旅客随身携带的包，了解到该旅客姓孙，来自
吉林，其准备搭乘的动车刚刚停止检票。随后，民警通过孙
先生的手机联系到他的家人，一个小时后，他的家人到达动
车站，将他接回家中。民警了解到，孙先生是 18 日早上的飞
机，便帮其办理了动车车票改签手续。17 日 18 时许，孙先生
酒醒后，打电话给执勤民警，对其连声道谢。

侵占亡夫父母赔偿金逃避执行
琼海首例“拒执罪案”宣判，一“女老赖”被判刑8个月

临高检察院邀请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参观驻所检察室

深化阳光检务
听取意见建议

本报讯（记者严学丰 通讯员林玲敏）为进一步深化阳
光检务，加强代表委员对检察工作的了解与监督，5 月 18 日
上午，临高检察院邀请部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看守所
和驻所检察室参观视察，自觉将驻所检察工作置于人大和政
协监督之下，并认真听取代表委员的建议，以进一步规范和
改进驻所检察工作。

在该院检察长黄循表的陪同下，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一行先后参观了看守所食堂、监控室、医务室、提审室、会见
室、监室等场所，仔细查看统计台账、监控设备、监督流程和
职责履行情况，对看守所的规范化管理、基础设施、装备配
备、监控系统、在押人员饮食、卫生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

座谈会上，代表委员听取了看守所领导关于县看守所的
日常监管活动及该院对看守所工作的监督情况的汇报。代
表、委员们在对看守所和驻所检察室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的
同时，就看守所食堂、医务室、监控设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劝拾得者返还母牛
助贫困户化解心结
文昌法官化解纠纷实现案结事了

本报讯（记者陈瑜 通讯员罗华伦）近日，文昌市人民法
院法官不仅帮助贫困户追回走失两个多月的母牛，拾得者也
慷慨地将失主自愿给付的人工费、草料费捐赠给学校，成功
化解贫困户和拾得者的纠纷，实现案结事了。

5 月 17 日早上，昌洒镇贫困户韩春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来到了文昌市人民法院文教法庭。两个多月前，文昌市政府
扶贫项目中为她购买的价值 4000 元的母牛走失了，一直找
寻未果。5 月 8 日，她在昌洒镇的另一位养殖户符某的牛群
里发现了该头母牛，便要求符某返还，但被拒绝。韩春妹寻
求昌洒赤水边防派出所、昌洒镇司法所的帮助，此纠纷经多
次调解均未果。韩春妹便抱着一试的态度来到法庭，希望法
庭能为她主持公道，追回母牛。

文教法庭法官罗华伦接访了韩春妹，了解纠纷详情后，
他叫上书记员和法警立即前往符某家中调查了解案情。找
到符某后，符某刚开始一口否认其拾到了韩春妹走失的母
牛，情绪非常激动。对此，法院干警耐心进行法律释明，经过
近两个小时的调解，符某最终意识到侵占他人母牛的做法是
不对的，同意自愿将母牛交还给失主韩春妹。韩春妹自愿给
付 1000 元给符某作为饲养母牛两个多月的人工费、草料
费。符某当即表示分文不收，并慷慨地将该 1000 元捐赠给
昌洒镇毓秀小学用于购买教学用具。至此，这一起纠纷顺利
化解。

文昌锦山检察室开展服
务三农法律宣传

到荔枝收购点
发便民联系卡
本报讯（记者陈瑜）为保护农民群众

的合法利益，做到提早预防，依法打击村
霸、黑恶势力，5 月 18 日，文昌市检察院派
驻锦山检察室到辖区蓬莱镇开展服务三
农专题法律宣传活动。

干警在农贸市场和市区主要街道人群
较集中地点拉法律宣传横幅，使大部分群
众了解此次法律宣传主题；在蓬莱镇政府
和蓬莱派出所设点受理群众来信来访，了
解群众诉求，便于及时掌握苗头性线索和
人物，及时联合公安机关打击；到蓬莱镇
各荔枝收购点、社区分发法律宣传单和便
民联系卡，疏通群众直接举报通道。

当天共收集群众来信来访线索3件5人，
发放宣传单650余份和便民联系卡200余张。

（上接 1 版）于海口民政部门，为阿军的父亲
申请残疾证、申请临时救助金、一次又一次的
上门慰问……“在我心里，早已经把她当做亲
姐姐来对待了，她从不带着有色眼镜看人，给
予我们很大的尊重。”说起符良玲多年来对自
己的帮教，如今又看到她病倒，阿军的眼眶湿
润了。

尝试探寻禁毒帮扶新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家庭，每天早上和晚
上会有人在问安，很温暖。”采访时，阿军拿出
手机，热情地向记者介绍一个名为“海甸阳光
青年”的微信群，目前该群有 80 多名社区戒
毒（康复）人员，受到群主符良玲的引导，他们
乐于在群里分享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及婚
姻状况。

每逢帮教对象的生日，符良玲和同事还
会带上定制的生日蛋糕和祝福，上门为他们
庆祝生日。另外，海甸街道办在办公场所设

立“心愿树”“祝福墙”“荣誉墙”“欢迎墙”“事

迹墙”等，用一个个鲜活的戒毒成功案例和一

张张真实照片反映海甸街道对每一个社区戒

毒（康复）人员的情与爱。

据了解，近年来，海甸街道禁毒办积极会

同民政、人力社保等部门，做好社区戒毒（康

复）人员的就业安置、职业培训、低保办理等工

作。在该街道帮教小组的积极帮扶下，社区戒

毒（康复）人员49人全部落实“全员尿检”。

她被称为戒毒对象温暖的娘家人
禁毒宣传工作的广播人

“玲姐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人，不管是走访

帮教对象，制作档案，还是申请低保，协调安排

就业等，她都是一手操办，亲力亲为。”禁毒专

员陈珊告诉记者，在平时的帮教工作中，符良

玲带领着他们奔波走访，像一位贴心的大姐

姐，总乐意手把手地指导他们工作，从无怨言。

“有时候走访帮教对象，遇到一些紧急的
事情，玲姐都是把我们护在身后，自己却是冲
在前面。她的家住在长滨路，离单位非常远，

她每天要转好几趟公交车来上班，每天早上 5

点多就在微信群里面说早安了，7 点左右就到

了单位。”禁毒专员符莉说。

谈起符良玲，美兰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综

治办主任张振儒的一段话对符良玲的点评

十分精辟：“她是工作岗位上的优秀共产党

人；是戒毒对象温暖的娘家人；是禁毒宣传
工作的广播人；是同事身边的贴心人，这就
是符良玲。”

16 日中午 12 时，当采访接近尾声时，躺
在病床上的符良玲再一次拉着记者的手，满
怀期盼地说：“我想呼吁社会各界对戒毒人员
多一点宽容和尊重，不要歧视他们，他们也想
要回归正常的生活，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多给
予他们更多的机会，这样才能把基层禁毒工
作真正持续地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