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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武 刘武军 通讯员姚
力 王波）一艘临高籍渔船近日涉嫌在三亚
南山附近海域进行电拖网作业，海南海警二
支队接到报警后，迅速派出舰艇到事发海域
进行处置，将涉案嫌疑人和渔船一并扣港调
查，查获渔获物 1010 斤。

8 月 23 日 11 时许，该支队接到群众举
报称：在南山附近海域有渔船正在进行电
拖 网 作 业 。 海 警 执 法 人 员 立 即 派 出 海 警

4656H 艇前往处置。12 时许，经过搜索，执
法人员发现一临高籍渔船正在进行拖网作
业，该渔船发现摩托艇靠近后，不顾执法人
员的喊话截停，拒绝停船接受检查并遮挡
船舶号牌，一边开船逃离一边将船上电鱼
所用电线丢入海中。14 时 30 分，海警 46003
艇抵达事发海域并对该渔船拦截登临，经
现场调查，该船涉嫌在机动渔船底拖网禁
渔区线内使用禁用方法作业，并将该船扣

港调查。
当日 20 时许，执法人员将该船押解靠

港，立即对渔船 6 名涉案人员展开调查，同时
到渔船上进行现场勘验检查、现场指认、查
扣电鱼设备和固定相关证据。经调查，涉案
船长张某于 22 日下午 18 时许驾驶船只从崖
州中心渔港出发前往南山附近海域使用电
鱼设备进行电拖网作业，至 23 日 12 时许，共
放下渔网 5 次，捕获渔获物 1010 斤。

海警执法人员表示，此案是“史上最严
休渔期”开渔后我省查获的首起非法捕捞水
产品案件，将依照相关法律对嫌疑人采取措
施，同时海警部门也提醒广大渔民，切勿认
为开渔就可以抱有侥幸心理，顶风作案，海
南海警二支队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严厉打
击海上违法作业行为。

目前，嫌疑人张某已经被刑事拘留，案
件仍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本报讯（记者和婷婷）海口椰岛华庭小
区业主今年 5 月向海口 12345 热线反映，该
小区公共消防区域被业主私自改建成卫生
间或厨房。由于小区没有通过验收，此问
题也在城管、街道和住建部门之间被“踢皮
球”，至今未解决。

据了解，针对市民投诉的问题，今年 5
月 31 日，琼山区凤翔街道办和城管人员到
场查看并答复海口 12345 热线称，经现场查
访核实，该小区 3 栋 1003 室的业主确有加
建防盗围挡并占用结构拉板（公共应急区
域）作为私用厨房的行为，城管工作人员已
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限其于三天内（6 月
2 日前）自行拆除恢复原状。3 个月后，业
主却再次向 12345 热线投诉该问题。三个
月过去，违建物还是那些违建物，但城管的
答复却已不再是当初的答复。

8 月 26 日，热线工作人员在现场看到，
椰岛华庭小区结构拉板出现改造物。琼山
区凤翔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杨某某（分管
打违工作）称，椰岛华庭小区如果没验收，
我们就不处理；琼山区凤翔街道办事处
12345 联络员说，小区没有通过验收，结构
拉板问题应该由住建局处理；琼山城管大
队凤翔中队郑队长改口表示，小区没有验

收，我们不处理。
业主董先生质疑说，“拉板结构上面建

起来的违建物，城管不处理，不拆除，住建
局还怎么验收？难道是要住建局来拆违？”

对于琼山区凤翔街道办事处提出的因

为小区没通过整体验收，改造的部分应该
由住建部门来处理这种说法，海口市住建
局办公室答复：业主把消防、结构拉板区域
改成用房，这个涉及到私自更改规划，这是
违建，应由城管处理。

本报讯（记者和婷婷）海口市民近日
向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反映，琼山区兴丹路
出现一违规搭建铁皮棚，“店主”设点维修
电动车。8 月 23 日，琼山城管依法对这一
违建铁皮棚强制拆除。

据了解，接到市民举报后，8月14日，琼

山区城管国兴中队执法人员立即到现场调
查，发现市民投诉的电动车维修铺面没有临
时搭建手续也没有办理相关的报建手续，属
于违章搭建。8 月 17 日，琼山区城管国兴中
队对该铺面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
求业主在 8 月 22 日前对违规搭建的部分进

行拆除，逾期不拆除城管将进行强制拆除。
8 月 23 日，城管执法人员现场查看发

现违建业主并未对违章搭建部分进行拆
除。当天下午，琼山区城管局、国兴街道办
事处等工作人员对违建铁皮棚进行强制拆
除，当日下午 5 时铁皮棚已经拆除完毕。

搭一铁皮棚就做起维修电动车生意

海口兴丹路一违建被拆

万宁部署禁毒三年大会
战“秋冬攻势”专项行动提出

强化督查考核
保持力度不减
本报讯（记者郭彦 韩星）8 月 24 日，

万宁市召开禁毒三年大会战“秋冬攻势”

专项行动动员部署暨“5·14”毒品查缉专

项行动推进会。

会 议 传 达 了 全 省 禁 毒 三 年 大 会 战

2017 年“秋冬攻势”动员部署暨第七次月

调度例会会议精神。万宁市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杨应龙宣读了《万宁市禁毒三年

大会战 2017 年“秋冬攻势”行动实施方案》

和《万宁市“5·14”毒品查缉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后安镇、长丰镇、万宁边防支队、市

公安局禁毒分局等责任单位代表分别作

表态发言。

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在会上指出，整

肃毒害是一项长期性的、具有一定反复性

的艰巨任务，从当前万宁市面临的毒情形

势和问题看，还容不得半点乐观和懈怠。

要迅速掀起“秋冬攻势”高潮，切实推动

“八严工程”取得更大的成效，打出一套固

本强基的禁毒“组合拳”。

会议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强化宣

传引导，强化督查考核；万宁市禁毒委要

联合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围绕目

标任务、突出问题和当前重点工作开展

高密度督查，督查情况要及时在全市通

报，督查内容要见人见事；全市上下一定

要充分认识禁毒工作的严峻性、长期性

和复杂性，确保禁毒工作思想不能放松、

要求不能降低、力度不能减弱；以“秋冬

攻势”专项行动和“5·14”毒品查缉专项

行动为契机，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乘胜

追击，务必在专项行动中打出声威、打出

实效。

海口龙华区纪委深入各镇（街）

防台风“帕卡”
督查工作布署
本报讯(记者杨希强 通讯员刘伟)为

进一步做好防台风“帕卡”相关工作，8 月

27 日上午，龙华区纪委 5 个防台风督查组

深入各镇（街）对落实防风各项准备工作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督查组分别听取了各镇（街）对防风

工作部署情况的汇报，查看了各单位主要

领导及工作人员在岗情况，并对辖区内危

房群众安置、渔船回港等防风准备工作进

行督查。从督查情况看，各镇（街）高度重

视防台风工作，迅速传达了省、市、区防台

风部署会议精神要求，并结合具体实际，

积极对防台风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各镇

（街）防台风值班领导在岗进行防台风指

导，值班工作人员全员到岗，并按要求准

备好各类防台风物资等。

电动车上牌信息
可查询“椰城交警”

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记者 8 月 27 日

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了解到，为方

便市民了解电动车预约上牌进度，电动

车预约上牌信息可以在“椰城交警”公众

号上查询。

据 了 解 ，市 民 首 先 进 入 到“ 椰 城 交

警”公众号，点击“信息查询”中的“电动

车预约查询”，然后填写预约时的姓名及

身份证，即可显示出具体的上牌时间及

上牌地点。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可以在公众号

查询到截止至 8 月 20 号的预约信息，后面

我们会同步更新新增的预约信息，让市民

预约 3 天后就可以在上面查询到预约信

息。”海口交警介绍，由于预约数量过大，

目前一个身份证只能预约一次，如市民还

有其他电动车需要上牌，需要再次预约，

如果已预约但查询不到预约信息，就需要

市民重新预约。

屯昌拉网式排查62家夜宵烧烤点

38家无证店

被责令停业整顿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蒙职宇 通讯员柯伟成）8 月 23 日

和 24 日晚，屯昌县食药监局对县城夜宵、烧烤点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出动执法人员 66 人次，检查夜宵、烧烤点 62 家，要求
12 家整改，责令 38 家停业整顿，责令 12 家搬迁。

据了解，此次行动采取拉网式全覆盖检查，主要检查夜
宵、烧烤点是否持证经营；环境卫生是否干净整洁，是否落实
门前三包；是否存在油烟、噪声等污染；从业人员是否佩戴有
效健康证上岗；原料采购是否落实索证索票制度；清洗消毒、
加工储存等是否规范科学。检查过程中，对于有固定店面且
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执法人员指导经营者整改提高，
严格落实各项食品安全制度；对有固定店面但没有有效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的，执法人员责令经营者立即停业整顿，待取得
许可证后方可持证经营；对于没有固定店面的流动摊贩，执法
人员一律责令其搬迁到市政局划定的区域（环西路路段），按
区域、按时限规范经营。

此次整治共检查夜宵、烧烤点 62 家，整改提高 12 家，责令
停业整顿 38 家，责令搬迁 12 家。通过整治，提升了屯昌县夜
宵、烧烤点的食品质量安全，消除了油烟、噪声等污染，改善了
环境卫生状况。

海口秀英区整治校园周边 200
米内网吧KTV

撤销4家场所
经营许可证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陈创淼）8 月 25 日，海口市
秀英区召开校园周边 200 米网吧、娱乐场所业主代表沟通协
调会，秀英区校园周边 200 米范围内的冉星网吧、红蜻蜓网
吧、魅力 100KTV 及百乐城 KTV 等 4 家场所业主代表参加了此
次会议。

会议传达了海口市关于校园周边 200 米范围网吧、娱乐
场所整治工作通知的精神，随后工作人员现场给这 4 家场所
业主代表送达《关于拟撤销经营许可证决定的通知》，业主代
表签收通知书后，工作人员再次强调业主代表在接到通知之
日起停止经营活动。

儋州1男5女组团
专偷工地建筑材料

屯昌法院开庭审理案件，6人均被判刑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 通讯员 欧雪香）儋州一盗窃团伙
李某甲等 6 人，经常开车到我省各市县观察有无看守不严的
工地，伺机盗窃工地上的建筑材料。屯昌法院近日开庭审理
此案，该团伙 6 人(1 男 5 女）均被判刑。

据了解，该团伙多次到屯昌县境内的工地实施盗窃，后在
贩卖盗窃所得时被公安民警抓获。屯昌检察院于今年 6 月 15
日将该案向法院提起公诉。

2016 年 7 月 16 日 1 时许，李某甲等 5 人驾驶一辆小货车到
屯昌坡心镇腊肠加工厂工地，将 100 张模板盗走，拉到木材收
购店卖掉。之后，李某甲等5人又以同样方式在屯昌盗窃2次。

2016 年 12 月 13 日 1 时许，李某甲等 6 人驾驶小货车到澄
迈老城镇玉堂南路环保建材城工地，将易某某的 500 根木条
盗走。其 6 人在与木材收购店老板交易木条的过程中被公安
民警抓获。

屯昌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甲 6 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其中被告人李某甲等 5 人参
与盗窃 4 次，价值 34620 元，数额巨大；被告人张某丙参与盗窃
1 次，价值 2500 元，数额较大。6 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盗窃
罪，在共同犯罪中，6 被告人所起的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
犯。屯昌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甲等 5 人犯盗窃罪，均判
处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 4000 元；被告人张某丙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

本报讯（记者程敏 林小钦 通讯员李海英）2017 年海南
七仙温泉嬉水节将于 8 月 28 日上午开幕，8 月 25 日，为确保嬉
水节会场消防安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消防大队联合该县
公安、安监等部门，深入保城镇主会场和呀诺达景区、槟榔谷
景区、毛感乡 3 个分会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检查发现，部分会场存在应急照明灯未通电、工作人员不
会使用消火栓、消防监控室值班纪录不齐全等隐患。针对存
在的火灾隐患，检查人员现场督促整改，不能当场整改的，责
令限期整改。检查人员要求消防负责人高度重视场地消防安
全工作，绷紧消防安全弦，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据统计，此次检查共发现火灾隐患 35 处，现场整改 28 处。

消防人员在消防监控室检查消防人员在消防监控室检查

保亭消防检查嬉水节会场消防安全

现场整改28处火患
海南海警查获我省今年开渔后首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用电拖网作业船长被刑拘

市民投诉海口椰岛华庭小区有业主违建

3个多月几部门推来推去

庭审现场庭审现场 记者陈敏 摄

有业主将公共结构拉板应急区域封上栅栏有业主将公共结构拉板应急区域封上栅栏

“卖试卷答案”签“保过协议”诈骗
一诈骗团伙17人海口受审，涉案金额558万余元

□本报记者陈敏 何海东

注册成立公司，以提供从业资格考试试
题答案为诱饵诈骗全国考生。8 月 25 日上
午，海口美兰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卖
答案”诈骗案，该案共有被告 17 人，涉案金额
558 万余元。

会计考试考生信息被泄露

2016 年 8 月 9 日，海南省财政厅报案称：
海南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考生信息被泄
露，导致部分考生被不法分子以出售考题答
案为由骗取钱财。

海口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侦
查工作，经调查取证，确定岳阳启程公司有
重大作案嫌疑。2016 年 10 月 25 日，海口市
公安局民警在湖南岳阳市一大厦中抓获被
告人刘某富等 17 人。

公诉机关指控，2015 年 5 月 28 日及 2016
年 8 月 17 日，刘某富以刘某立的名义分别注
册成立岳阳启程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岳阳启程公司)及岳阳中才科技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中才公司），经

营范围为是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人力资源信
息咨询、文化艺术信息咨询。

“2013 年，通过招聘网站，我成功应聘了
广州一家叫广州易学的培训机构，工作内容
为向考生卖培训课程和职称考试题目、答
案。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后，我便回到老家
筹办培训机构卖假试题和答案。”刘某富在
庭审上供称。

签订“保过协议”诱骗考生

“我原本在其他地方上班，堂哥刘某富
用我的身份证等信息注册公司。”庭审中刘
某立介绍，在公司内他也是一名业务员，行
外话为“招生老师”，还分管后勤等工作。

成立公司后，刘某富、刘某立通过网络
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先后招募被告人吴
某民、曹某等共计 15 名员工，以岳阳启程公
司、“广州易学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简称广州易学公司）等名义对外行骗。

招募上述人员后，刘某富、刘某立二人
亲自对曹某等人进行行骗过程培训。在行
骗活动中，刘某富负责行骗过程的决策事
项，刘某立负责员工的招聘、日常管理，并提
供个人银行卡用于接收诈骗款项。曹某等
人担任组长角色，分别负责对其他员工进行
纪律考核和管理工作。刘某立等人利用刘
某富提供的 QQ 号、微信号及手机号，按照
刘某富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的全国各地参加
会计类、卫生类、建筑类等从业资格考试的
考生信息资料联系考生，谎称可以提供相关
从业资格考试的试题及答案。为诱使考生
上当，刘某立等人还通过 QQ 向考生发送岳
阳启程公司、广州易学公司营业执照照片以
及在网上跟考生签订“保过协议”。

刘某富还从广州市请被告人吴某民到
岳阳市，并让其教其他员工在互联网多个论

坛、贴吧内注册账户发布提供相关从业资格
考试试题答案的广告来吸引考生主动联系，
以此种新方式进行诈骗。

“我到湖南后，我的工作是看 QQ 和打
电话，销售一些医院类考试的课程，我的业
绩有 8 万多，钱都是通过微信或转账支付
的。”吴某民称，他工作内容非常简单，只需
要看一遍就会了，根本谈不上什么套路。

涉案金额高达558万余元

刘某富、刘某立等人诱骗考生上当后，即
要求他们将款项汇入账户中。刘某富、刘某立
收到诈骗款项后，给予各员工 1800 元至 2000
元的底薪，并按照各嫌疑人的诈骗所得给予
5%至10%的提成作为奖励，由刘某富的妻子滕
某艳用支付宝账户发工资及提成给各员工。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10 月，刘某富、刘
某立等人、以提供相关从业资格考试试题答
案为由骗全国各地考生，海南有 9 名考生被
骗，这些考生均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等方式
汇款，一湖北考生分三次共被骗 12600 元。

公诉机关认为，在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间，该犯罪团伙诈骗所使用的银行账
户共收到 3742 笔入账记录，收到 5589595.85
万元。

“我们跟广州易学公司其实是合作关
系，我们从他那里拿试题和答案，包括培训
员工的话务表也是从他们那里拿来的。”刘
某富称，他们每卖出一套试题答案，广州的
公司都会得到 20%-30%的提成。

庭审中，当 17 名被告人被带入法庭后，
记者发现这些人共 12 名女性，5 名男性。多
数被告人均处于花样年华，最大的 33 岁，最
小的 19 岁。被告吴某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非常后悔犯下错。

本案未当庭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