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因生意竞争起纠

纷，文昌一家木材厂股东打电话叫几十人去

报复打人砸物，致一人重伤两人轻伤，砸坏

6辆轿车，但却仅被判了有期徒刑3年缓刑5

年。2015 年发生的这起案件经文昌法院一

审判决后，近日文昌市检察院提起抗诉。

文昌法院审理查明，2015 年 4 月 20 日

11 时许，文昌市盈某木材厂股东庄日明得

知妹夫与文昌湖某岩木材厂人员因生意竞

争打架受伤（经鉴定为轻微伤）后，立即与

庄小杰（负案在逃）联系，尔后又打电话叫

钟建、曹龙敏、谢培清等人多带些人去索赔

医疗费。14 时左右，钟建、曹龙敏、谢培清

3 路人员约四五十人在东路镇的盈某木材

厂汇合。当天 15 时，他们统一手绑红布

条，持钢管、砍刀将湖某岩木材厂里的李

昆、潘在京、沈益良当场砍倒后，又砸毁了

停放在厂区内的 6 辆汽车以及办公楼门窗

等，案发后开车逃离现场。李昆经鉴定构

成重伤二级，沈益良、潘在京为轻伤。湖某

岩木材厂在打砸毁中共损失 98329 元。

今年 7 月 18 日，文昌法院审结此案，

当天参与打人打砸的许伟家等 6 人因犯故

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9 个月，钟

建等 3 人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3 个月，庄日明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5 年。

7 月 28 日，文昌检察院依法审查后认

为文昌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

律及量刑有错误，向省一中院提出抗诉。

文昌检察院抗诉书指出，文昌法院认

定“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庄日明纠集、

指使被告人钟建等人持械伤害他人，缺乏

证据支撑，指控的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属

于认定事实错误。文昌法院查明的事实，

已经认定被告人庄日明在共同犯罪中起

组织者的作用，且对同伙庄小杰准备作案

工具、发放红布条，伙同他人共同携带钢

管等工具前往湖某岩木材厂，持放任的主

观心态。上述事实证明，庄日明主观上具

有犯罪故意，客观上有纠集、组织的行为，

因此，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庄日明纠

集、指使被告人钟建等人持械伤害他人有

证据支撑。其应对共同犯罪的全部犯罪

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不属于罪责相对较

轻，从宽处罚的情形。文昌法院宣告被告

人庄日明缓刑，属于适用缓刑不当。被告

人庄日明得知妹夫被人打伤后，纠集、指

使本案被告人钟建等多人去报复对方，并

造成一人重伤、二人轻伤，以及故意损毁

他人财物共价值人民币 98329 元的严重后

果。因此，庄日明故意伤害和故意损毁财

物的行为均属于犯罪情节严重，不属于犯

罪情节较轻，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

文 昌 检 察 院 认 为 ，文 昌 市 人 民 法 院

认定的“被告人钟建、曹龙敏、谢培清犯

罪后主动投案并供述基本犯罪事实”都

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告人钟建、蒋龙

敏、澍培清投案后均没有如实供述，他们

的供述与事实不符，且 3 人的不实供述并

非是对自己行为的辩解，而是对本案认

定的关键事实的否认，因此被告人钟建、

曹龙敏、谢培清虽是主动投案，但到案后

没有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不能认定

为自首。一审判决认定 3 人构成自首，属

于量刑事实认定错误。

文昌检察院认为，庄日明纠集、指使其

他 9 名被告人去实施故意伤害行为过程

中，还实施了故意损毁他人财物共价值人

民币 98329 元的行为。根据海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海南省公安厅

《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数

额认定标准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故意毁坏

公私财物价值数额巨大，以 3 万元人民币

为起点”。该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应

与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因此文昌法院属

于适用法律不当，导致量刑不当。

“我的侄子李昆送到医院后做了开颅手

术，住院221天，脑中安了18个螺丝，手脚里

的钢板也没拆除。而沈益良现在走路都成

问题，像脑血栓患者。”8 月 18 日，湖某岩木

材厂负责人李养章拿着文昌法院的判决书

和文昌检察院的抗诉书找到记者说，庄日明

纠集四五十人，有组织有预谋地实施砍人、

打砸财物，该案件当时在文昌市造成非常恶

劣的社会影响，曾被文昌市政府定性为“4·

20恶性案件”。“如今只有10人到案，其他的

犯罪嫌疑人都跑去哪？”李养章指着手机中

李昆被砍伤的照片对记者说。

李养章称对一审判决有些不解，文昌

检察院提交了非常充分的证据，为何作为

组织者的庄日明却比其他被告人判得轻，

还是缓刑？

文昌一木材厂股东打电话叫数十人到对方单位打砸伤人被判缓刑

涉案人员获轻判
检方提起抗诉

海南海事开展
环岛巡航执法
重点巡视琼州海峡、环海

南岛近岸水域

本报讯（记者程敏 通讯员何志成 汪
蓓）8 月 21 日上午 9 时，30 名海南海事局执
法人员搭乘“海巡 21”轮从海口海事基地
码头启航，拉开了为期 5 天约 460 海里的
2017 年环岛巡航执法行动序幕。

据悉，此次巡航执法行动将重点对琼
州海峡、环海南岛近岸水域等重要航路进
行巡视，及时处置巡航过程中发现的海上
交通违法行为，不间断接收海上遇险报
警，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全国和海南省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打造海南辖区
水上平安交通环境。

巡航人员列队巡航人员列队

本报讯（记者郭彦 韩星）“没想到这么
快就破案了，接到领车通知我都不敢相信
车还能找回来，真的非常感谢警官们！”8 月
21 日，万宁小伙子林生和另外两位摩托车
失主来到万宁城北派出所，认领丢失的摩
托车。

8 月 21 日，记者在城北派出所看到，被
警方追回的 3 辆被盗摩托车整齐地停放在
院内，前来认领的车主上前检查着自己的
爱车。林生告诉记者，他的摩托车刚买两
个多月，今年 7 月 24 日停在路边时被盗，他
立刻在城北派出所报了警。“花 1 万多元买
的车，被偷了非常难过，本来对找回没抱希
望，真没想到派出所这么快就破了案，还把
被偷的车找回来了，非常开心。”看到自己
的摩托车，林生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据城北派出所所长梁辉介绍，今年 7 月
以来，辖区发生数起摩托车盗窃现象，侦查
员们随即展开调查。经过缜密调查，8 月 1
日 23 时许，民警们将嫌疑人文某会和郑某
波抓捕归案。8 月 2 日，城北派出所民警迅
速将 3 辆被盗摩托车追回，为群众挽回经济
损失 3 万余元。

据了解，此次摩托车系列盗窃案属团伙
作案，目前共抓获嫌疑人 2 名，尚有一名绰
号为“四九”的团伙成员在逃。

万宁警方快侦快破一宗系列盗窃摩托车团伙案

3辆被盗摩托车物归原主

车主领回被盗摩托车车主领回被盗摩托车 记者韩星 摄

2017年8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李松梅 校对/李扬 版式/谢少依03 法治海南 FAZHISHIBAO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琼 9003 民初 1143 号

薛耀民：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金儒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琼 9003 民初 1143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贰份，上诉于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二 0 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本报讯（记者张英 何海东 见习记者许
光伟）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近日在侦办一
起电动车被盗案过程中，捣毁一收销被盗电
动车窝点，抓获嫌疑人 3 名，当场缴获被盗电
动车 31 辆，电动车电瓶 138 组、电动车车牌
67 块、摩托车牌 5 块及拆卸工具一批。

8 月 16 日凌晨，有市民报警称自己一辆
超标的黑色电动车在海甸二西路农村信用
社旁被盗。接到报警后，人民路派出所民警
立即赶赴案发现场，并循线追踪，发现被盗
车辆在琼山区高登东街出现过。

当日 9 时，民警在搜索到琼山区高登东
街一户民宅时，发现该民宅大门紧锁，院内
停放了大量电动车。民警透过门缝观察，发
现该院子置放的其中两辆电动车车牌为“海
口 637***”、“海口 554***”，随后，民警通过
车牌查询联系上车主，两名车主均反映自己
的电动车已被盗。民警敏锐地感觉到该处
很有可能是一收销被盗电动车窝点。

因案情重大，美兰分局指派刑警大队、
便衣大队联合人民路派出所开展侦查工作。

15 时，在大门处蹲守的民警透过门缝发

现两名嫌疑人(陈某坤，男，42 岁，府城镇人；
林某凯，男，30 岁，府城镇人)正在院内用电
钻和螺丝刀等工具对其中一辆被盗电动车
进行拆卸。民警看准时机，上前将陈某坤控
制住，并迅速进到民宅内将另一嫌疑人林某
凯抓获。当场缴获被盗电动车 31 辆、被拆卸
下来的电动车电瓶 138 组、电动车车牌 67
块、摩托车牌 5 块及拆卸工具一批。随后两
人被带到公安机关接受审查。

经审讯，今年 6 月份至今，犯罪嫌疑人林
某凯伙同黄某（女，39 岁，海口人）收购他人

盗窃所得电动车并转手出售，赚取差价。陈
某坤和林某凯落网后，黄某也于 17 日中午来
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据办案民警介绍，林某凯和黄某系夫妻
关系。黄某在外面认识不少吸毒人员，因为
这些吸毒人员没钱购买毒品，而选择偷盗电
动车。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凯已被公安机关
刑事拘留，黄某因正在哺乳期内被取保候
审，陈某坤因吸毒成瘾严重被强制隔离戒
毒。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记者和婷婷 肖倩）海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法治政府建设 2016 年度

工作情况于近日公布，2016 年，全省仲裁机

构共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4885 件，涉及劳

动者 5542 人。

据了解，2016 年，全省劳动保障监察机

构共对 12062 家用人单位进行检查，办结案

件 2652 件，追发 27043 名劳动者工资等待遇

57685 万元；参与处理突发事件 457 件，涉及

劳动者人数 21409 人。2016 年，全省仲裁机

构共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4885 件，涉及劳

动者 5542 人，审结案件 4916 件（含上年度未

结案件）；共调解和裁决用人单位支付劳动

者劳动报酬、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等共 7143.38

万元，结案率为 98.46％。

全省劳动监察机构去年检查12062家用人单位办结案件2652件

为劳动者追回5.7亿元工资

五指山开展扶贫领域交叉核查工作

发现问题线索11条
本报讯（记者肖倩 通讯员王心紫）海南廉政网 8 月 21

日发布消息，日前，五指山市各乡镇纪委组织人员，成立核查
工作小组，对市委巡察组发现的扶贫领域问题线索进行分
工，交叉开展核查工作。

据了解，今年 6 月至 7 月，五指山市委派出两个巡察组对
通什镇、番阳镇的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专项巡察，发现问题线
索 11 条。其中，5 条线索涉及精准识别、精准脱贫、生态补
偿、扶贫工程项目款项等方面问题。

五指山市所辖 7 个乡镇，地域面积小，一个乡镇、一个村
的家族血缘关系较为密切，容易造成一些村干部在开展扶贫
工作时出现优亲厚友等系列问题。为避免各乡镇纪委在查
处本乡镇范围内党员干部违纪问题时受到人情干扰，突破地
域壁垒，深挖细究问题线索背后的责任缺失、监管缺失、制度
缺失问题，以严肃问责倒逼脱贫攻坚“两个责任”落实；坚持
问题导向，督促职能部门履职尽责；认真开展扶贫领域问题
线索“大排查、大起底”活动，采取措施快查快结，经五指山市
纪委对问题线索分析研究决定，对涉及发生在乡镇的扶贫领
域问题线索由各乡镇纪委进行交叉办理。

大喊吓跑小偷
自己接手偷盗
海口一男子因盗窃罪被

法院判刑1年8个月

本报讯（记者杨希强 通讯员毛雨佳
蔡莉）海口男子肖某路过某珠宝店时发现
一小偷在撬门，大喝一声吓跑了小偷，自
己接着继续撬开珠宝店的铁闸门，并盗走
一行李箱财物。近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肖某有期徒刑 1 年 8 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

2016 年 7 月 30 日凌晨 1 时许，肖某途
经海口市龙华区得胜沙路某珠宝店时，发
现有一名男子正在该珠宝店铁闸门处撬
门。肖某静悄悄地站在暗处观看，等该男
子快要撬开铁闸门的时候大声喊叫，该男
子吓得慌忙丢下撬门工具逃离现场，肖某
遂继续撬开该珠宝店铁闸门，并潜入珠宝
店内，将店铺内的黑曜石吊坠 95 个、黑曜
石貔貅 44 个、虎睛石珠链 31 串等 229 件财
物装进店内一个拉杆行李箱内盗走并逃
离现场。经鉴定，该被盗 229 件财物价值
人民币 15900 元。

龙华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肖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价值人民
币 15900 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
罪，应予惩处。龙华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屯昌通报 2起扶贫领域失职失
责典型问题

4人受党内警告处分
本报讯（记者肖倩 通讯员叶兴经 杜文武）海南廉政网

8 月 21 日发布消息，近日，屯昌县纪委通报 2 起扶贫领域失职
失责典型问题。

这 2 起问题是：屯昌县屯城镇大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陈江等人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不符合申报条件农
户领取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问题。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0 月，陈江和大同社区党支部委员、负责该居委会危房改造
工作的叶秀雄在入户调查危房改造补助申请过程中，不认真
履行工作职责，致使不符合申报条件的莫某照违规领取农村
危房改造补助款 3.3 万元。2017 年 5 月，陈江、叶秀雄均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已收缴。

屯昌县屯城镇岳寨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王家协
等人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不符合条件人员通过审核且被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问题。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王家协
与岳寨村委会第三村民小组组长梁定标不认真履行工作职
责，致使不符合建档立卡贫困户申请条件的莫某史家庭通过
审核并违规领取了扶贫物资。2017 年 6 月，王家协、梁定标
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已收缴。

微信发布不当言论
澄迈永发镇1名村干部被约谈

本报讯（记者肖倩 通讯员冯江丽）8 月 21 日，澄迈县纪
委通过其官方微信平台发布消息，日前，永发镇党委有关负
责人对在镇政府微信工作群里发表不当言论的永发镇参军
村支委委员曾德飞进行约谈。

据了解，曾德飞在落实镇党委部署的相关工作中，存在
推诿拖延、不认真履职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在镇政府微信
工作群里发表不当言论，造成不良影响。根据澄迈县委《关
于加强工作微信群及公众号管理的通知》要求，永发镇决定
对曾德飞进行约谈。

约谈会要求，讲政治、讲规矩，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与镇党委保持高度一致，与村党支部班子一道推动镇党委的
决策部署在参军村落地生根；严格遵守县委相关管理规定，
不得发布与工作无关的言论、图片、链接等内容，未经证实的
小道消息；强化工作责任心，增强纪律意识，严格遵守工作纪
律，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装修工盗走电动车

警方用GPS定位抓获
被海口美兰法院判处刑期6个月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王倩）装修工李某鹏替他
人装修房屋时，盗走小区未上锁的电动车。近日，海口美兰
区法院公开进行审理，以李某鹏犯盗窃罪，依法判处其有期
徒刑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 元。

据了解，2016 年 9 月 25 日 18 时许，李某鹏在为海口市
美兰区琼州大道倚能美林湾小区的住户装修房屋时，发现
美林湾小区 1 楼处停放的 1 辆黄色捷圣牌电动车没有上落
地锁且电源灯是亮的，李某鹏趁无人之机，将电动车启动，
然后戴上其装修房屋时使用的帽子和口罩驶离现场。2016
年 9 月 26 日 12 时许，公安民警根据该车 GPS 定位系统，在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山高村 343 号好又多超市门前抓获李
某鹏，当场缴获被盗电动车 1 辆。破案后，该电动车已发还
被害人。经鉴定，被盗捷圣电动车价值人民币 2860 元。

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
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据此，美兰法院
依法作出以上判决。

不满楼上噪音大
砍伤人潜逃3年

一男子海口获刑6个月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赵庆春）
郭某程因不满楼上住户噪音大，竟持刀砍

伤他人。近日，海口美兰区法院依法以郭

某程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据了解，2014 年 9 月 1 日 5 时许，郭某

程在海口市美兰区下贤二村一居民楼楼

房内，因不满居住在其楼上住户的被害人

吴某静和朋友的聊天声音，郭某程上门

与吴某静争执，后竟回家持菜刀砍伤吴某

静的左前手臂后潜逃。同年 12 月 3 日海

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立案侦查，去年 12 月

1 日对郭某程进行网上追逃，今年 1 月 21

日警方将其抓获归案。案发后，郭某程

的家属代为赔偿吴某静人民币 40000 元，

并获得吴某静的谅解。

美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某程故意

伤害他人身体，造成被害人轻伤的后果，其

行为已触犯了刑律，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海口警方捣毁一收销赃窝点
抓获嫌疑人3名 缴获被盗电动车31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