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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罗佳 熊
鹰)4 月 17 日清晨，三亚市吉阳区港门村
东一路附近发生一起命案，犯罪嫌疑人
丁某祥因争风吃醋，纠集潘某、张某福、

杨 某 勇 等 3 人 ，于 5 时 20 分 对 肖 某 辉 实
施殴打后逃离现场。受害人肖某辉后经
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后，三亚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

即开展案件侦破工作。经过警方不懈努
力，当日 11 时 30 分，案件正式告破。目前，
丁某祥等 4 名犯罪嫌疑人均已抓捕归案，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侦办中。

三亚警方昨雷厉风行侦破一起命案

6小时抓捕4名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落网犯罪嫌疑人落网

犯罪嫌疑人陈某鹏被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陈某鹏被刑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4 月 14 日，儋州市公安局

解放派出所便衣组在辖区开展社会面巡逻防控时，成功抓获

一名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4 月 14 日凌晨 1 时许，解放派出所便衣民警在辖区那大

镇解放北路开展巡逻防控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便立即将

车拦截下来进行盘查。在现场对骑车男子盘查时，发现男子

正在通过手机微信与他人联系实施网络诈骗，其手机上存有

大量网络诈骗信息、图片等资料。见状，民警立即将该男子

控制带回派出所审查。经突审，嫌疑男子叫陈某鹏（20 岁，

王五镇人）。陈某鹏对帮人取赃款，参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鹏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儋州解放派出所巡逻防控不放
过蛛丝马迹

逮住一电信诈骗嫌疑人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黄心怡 范富
霞）记者 4 月 17 日从澄迈法院获悉，该院领
导近日带头办理复杂疑难案件，涉被执行人
海南某公司的 6 宗执行案件全部得以执结，
被执行人还清 6 宗案件 300 多万元。

2018 年 10 月 22 日，澄迈法院立案执行
李某等 4 名申请执行人与海南某公司合同
纠纷 4 案。考虑到执行标的较大，案情较为

复杂，该院执行分管领导便主动要求承办此
系列案，并查到被执行人还有两件案件在该
院办理，主动与其他两名承办法官讨论案件
的执行方案，计划统筹推进 6 件执行案件的
进展。

案件在办理过程中遇到了障碍，因被执
行人海南某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变更，导致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文书无法送达。承

办法官多番查找，终于联系上了被执行人现
任的法定代表人陈某莺，成功送达 6 宗案件
的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因 6 宗案件的
涉案款项共计 300 多万元，而被执行人名下
的银行存款不足以支付案款，承办法官查封
了被执行人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考虑到
土地的面积及价值较大、评估拍卖仍需申请
执行人垫付评估费用、拍卖所花费的时间较

长等原因，本着司法为民、公正高效的精神，
法官决定改变策略与被执行人面谈。执行法
官不懈努力先后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 6
次面谈，最终当事人双方达成执行和解。申
请执行人放弃索要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被执行人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的第二
天就将 300 多万元汇入公司账户，6 宗案件顺
利执结。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侯俊
杰 许智奎）记者 4 月 17 日从琼海法院获悉，
琼海法院近日到外地集中执行扣押任务，3
月 6 日至 13 日，8 天先后跨越五省五市，完成
扣押车辆、实地调查、冻结支付宝账户等执行
任务，扣押标的额 30 余万元。

据了解，跨省执行工作复杂、任务量大、
跨区域广，琼海法院执行局挑选一名法官、
一名书记员、两名法警组成执行队伍。由于
此次执行时间紧、任务重，执行队伍完成一

处执行任务后便立即动身前往下一个目的
地。在安徽滁州，被执行人的办公地点正在
搬迁，查询档案信息难度极大。执行干警积
极与工作人员沟通，辗转多地，从城北到城
南，从市中心到开发区，历时 7 个多小时，终
于找到被执行人的工厂所在地，摸底排查
后，知悉了被执行人的资产状况，为下一步
的执行打下坚实基础。

在山西运城，由于执行案件复杂、难度
大，执行法官为保证执行顺利，前期多次与

被执行人沟通联系，终于顺利扣押到车辆。
为确保被扣押车辆顺利运输，执行干警细致
甄别筛选了 10 余家汽车物流公司，认真对
比其公司资质、状况等信息，连续工作至晚
上 9 点，直到执行车辆安全送上物流卡车才
休息。

8 天行程中，执行队伍先后前往浙江杭
州、江苏南京、安徽滁州、陕西西安、山西运
城 5 地执行冻结、调查、扣押任务，扣押标的
额 30 余万元。

琼海法院到外地集中执行扣押任务

8天跨越5省5市扣押财产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罗凤灵 蔡汝
乐）不法分子利用微信或 QQ 发布虚假的招
嫖信息，借招嫖之名行诈骗之实，多名受害人
禁不住诱惑掉进骗子设好的陷阱致财物受
损。近日，省二中院依法审结了两起网络招
嫖诈骗案，儋州籍 5 名被告人均获刑。

团伙通过“附近的人”诈骗

2018 年 6 月开始，年龄均为 20 岁的牛某
智、牛某璋、郭某智租住儋州市那大镇某公
寓，通过微信以提供性服务为名进行诈骗。3
人购买他人微信账号，设置美女头像，使用虚
拟定位在指定区域，诱使被害人通过微信“附
近的人”功能添加，再以提供上门性服务为
名，用收取服务费、保证金等名义骗取被害人
财物。

2018 年 6 月 20 日，24 岁女子陈某妹加入
该团伙，冒充“小姐”通过微信发语音骗取被
害人信任。诈骗所得除用于团伙的租房、吃饭
等日常开销外，其他按照作案情况进行分配。

2018 年 6 月 25 日 15 时许，被害人戴某通
过微信“附近的人”添加了一个陌生微信号，
该微信称可提供上门性服务，戴某将电话发给
对方，牛某智等人打来电话定好服务费为 498
元，并让戴某加微信号（实际为郭某智使用）
付款，戴某先后向其微信转账共 1694 元。几
分钟后，牛某智等人称要收取 2000 元保证金，
服务后当场退款，戴某遂向其微信先后发了
2000 元红包。半小时后，牛某智等人再次打
电话要求戴某拍健康证，没有证要收取健康费
保证金，戴某通过二维码付款的方式向另一微

信号转账3776元。戴某共被诈骗7470元。同
年 7 月 3 日 17 时许，公安民警在儋州市那大镇
某公寓内抓获郭某智等4人。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牛某智、牛某璋、
郭某智、陈某妹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结伙使用电信网络诈骗方式，骗取他人
7470 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
处。在共同犯罪中，陈某妹起次要作用，系从
犯，依法应对其从轻处罚。一审法院均以诈
骗罪判处牛某智、牛某璋、郭某智有期徒刑各
1 年，并各处罚金 8000 元；判处陈某妹有期徒
刑 7 个月，并处罚金 6000 元。

牛某璋上诉后，省二中院经审理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一男子诈骗2人万余元获刑

2018年4月，23 岁男子陈某达通过QQ 在
网络上发布虚假招嫖信息，谎称可以提供性服
务工作者上门服务。被害人信以为真，通过添
加微信与陈某达取得联系，陈某达便以需支付

“小姐”服务费、保证金为由，通过扫描二维码
转账的方式骗取被害人钱财。其间，同案犯李
某(另案处理)明知陈某达实施诈骗，仍提供自
己的微信帮助陈某达接收诈骗款。

2018 年 6 月 13 日晚，陈某达通过上述手
段骗取叶某转账 9776 元至同案犯李某使用
的微信账户。次日，李某按照事先的分成约
定，通过微信转账 6000 元至陈某达微信。6
月 16 日晚，陈某达又通过上述手段，骗取余
某转账 1600 元至其微信账户。6 月 19 日 18
时许，公安民警在儋州市那大镇某车站附近

将陈某达抓获。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达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对不特定
多数人实施诈骗，共骗取他人 11376 元，数额
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遂判处陈某达有
期徒刑 1 年 4 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陈某达上诉后，省二中院经审理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法官：遭遇诈骗及时报案

据主审案件法官介绍，“安排小姐上门服
务诈骗”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网络诈骗，受
骗者众多，但报警者较少。骗子一般将自己
的社交账号伪装成美女的照片，然后通过微
信“附近的人”或社交平台发布低价招嫖信
息，吸引想入非非的人注意。一旦用户有嫖
娼想法，骗子便以各种理由让受害人不断转
钱，受害人没有见到“小姐”心有不甘，为了
达到目的不得不继续转账，一步步落入到骗
子的圈套。

“嫖娼”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违背社会
道德，很多受害人往往在被骗后羞于开口选择
沉默，反而让犯罪分子更加肆无忌惮。法官在
此提醒广大群众，当陌生人加你为好友时，应
提高警惕多留心眼，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
特别是在涉及资金往来的时候，一定要加强
防范，避免上当受骗；遇到上述招嫖信息时务
必经得住诱惑、洁身自好，切勿贪图一时“刺
激”中了骗子的圈套，到头来为自己的欲望买
单；在网络中发现了此类信息，可向公安机关
提供线索，如果遭遇此类诈骗，应及时报案。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陈某
近日将一面锦旗送到儋州市法律援助中
心，对法援律师为其母亲薛某交通事故人
身损害赔偿一案的帮助表示感谢。

2018 年 5 月 29 日，儋州市那大军屯车
站出口路段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苏某
无证驾驶无牌轻便二轮摩托车（摩托车为
苏某同学李某所有，苏某及李某均为未成
年人）刮碰到薛某，导致薛某受伤。经交
警部门认定，苏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薛
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经鉴定，薛某构成
十级伤残。

2018 年 7 月，薛某的儿子陈某来到儋
州法援中心寻求帮助。援助律师向儋州
法院提起诉讼。经过审理，法院判决苏
某、李某及法定代理人赔偿薛某医药费
26000 元。

为牟暴利
闹市区开设赌场

湖南一男子带女友来海
南度假被铁警抓获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王佳）4 月
16 日，涉嫌开设赌场被网上通缉的冯某在
琼海火车站被民警抓获。

经查，2018年底，冯某伙同他人在湖南
省临湘市的闹市区开了一家赌场，利用游
戏机进行赌博。冯某发现开赌场不但来钱
快，而且利润非常高，随后将朋友的股份都
买了下来，自己经营这家赌场。

今年 3 月，冯某带女友在海南旅游期
间，湖南临湘市公安局接到举报捣毁了该
赌场，并对涉嫌开设赌场的犯罪嫌疑人冯
某进行网上通缉。

目前，冯某已移交立案单位湖南省临
湘市公安局等待进一步处理。

4少年持刀抢劫
入室盗窃

被儋州警方在那大美食街全抓获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儋州公安局解放派出所

加大线索摸排力度，4 月 15 日成功打掉一个抢劫、盗窃犯罪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4 名，侦破案件 6 起。

据介绍，连日来，解放派出所对前期掌握的破案线索

进行再次认真梳理，从中摸排掌握了一个涉嫌持刀抢劫和

入室盗窃犯罪团伙线索，并掌握团伙成员落脚点。根据线

索，4 月 15 日 12 时许，便衣警察在那大美食街成功将该犯

罪团伙 4 名成员抓获。经审查，4 名嫌疑人为符某大（13

岁，那大头谭村人）、羊某谟（15 岁，木棠高犁村人）、孙某

逸（13 岁，木棠美屋村人）、李某凯（14 岁，大成镇人），其 4

人如实交代了近期在那大城区持刀抢劫他人财物 2 起、抢

夺他人财物 2 起、入室盗窃摩托车 1 起、盗窃电动车 1 起的

犯罪事实。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帮人建房不慎摔死
因赔偿起纠纷死者家属上访，

儋州那大司法所成功调解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儋州市司法局那大司法

所近日调解一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让死者入土为安，家属

不再上访，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3 月 28 日，司法所工作人员根据申请人吴某（死者曾某

的女婿）陈述的事实、理由及诉求，对一起案件进行调查、核

实。经了解，1 月 16 日，死者曾某因帮他人建房不慎从高处

坠落重伤，送医院抢救无效于 1 月 19 日死亡，由此引发人身

损害赔偿纠纷。吴某曾多次找相关主管部门要求解决此事，

但由于种种原因，双方无法达成和解协议，死者一直在太平

间没安葬。由于此事得不到妥善解决，造成死者家属不断向

相关主管部门上访。

4 月 10 日，儋州那大司法所联合儋州安监局、解放派出

所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动调处，耐心细致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

工作，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责任、义务，厘清争议焦点，最终

达成房主陈某精先支付 5 万元给死者家属安葬后事协议，涉

及该案的各项人身损害赔偿可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协议签订后，死者被送回老家湖南安葬。

昌江法院邀请清华大学教授开
展专题讲座

学习涉外法律知识
本报讯（记者郝文磊 麦文耀 通讯员林小映）4 月 15

日，昌江黎族自治县法院特邀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国

华为全院干警授课，就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等进行专题

讲座。

杨教授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轻松的授课语言、深入浅

出、娓娓道来的授课方式，让在场的干警无论从国际法律知

识还是讲授风格都感到耳目一新，深受启发。

讲座开展过程中，在场的院领导及干警和杨国华教授进

行互动交流，就 WTO 结构性改革与市场经济等大家关注的

热点话题进行请教，杨国华教授一一予以解答，现场学习氛

围浓厚。

该院要求全体干警学习理解落实习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特别是在海南自贸区（港）建设

中，做好昌江法院的责任担当，做好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

工作意义重大，希望全院干警以此讲座为契机，加强对知识

产权法和涉外法等法律知识学习理解，为海南自贸区（港）建

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澄迈法院领导带头办理复杂疑难案件

一次性执结6宗复杂案件

省二中院依法审结两起网络招嫖诈骗案

5人网络招嫖设局诈骗获刑

陈某送锦旗感谢法援律师陈某送锦旗感谢法援律师

儋州法援中心向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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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非法拉客人员线下揽客

海口一网约车
违规营运被查获

本报讯（记者肖倩 通讯员王南）4 月
17 日，记者从海口市交通港航综合执法支
队获悉，4 月 16 日 17 时，由海口交通、公
安、交警执法人员组成的联合执法队伍，
在海口高铁东站开展交通整治行动，查获
一辆通过非法拉客人员提供客源违规营
运网约车。

当晚联合执法人员在高铁东站布控，
共同打击非法营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蹲
点守候，执法队员看见一名非法拉客人员
带着两名乘客模样的人走出车站，并拨打
电话。执法队员在跟随至高铁东站附近的
仁和戒毒所前时，发现一辆黑色丰田轿车
在非法拉客人员及两名乘客前停了下来。
两名乘客准备上车时，执法人员上前表明
身份，对车辆进行检查。

据悉，除了非法拉客人员带来的 2 名
乘客，车上已乘坐 2 名乘客，车里的 2 名乘
客互相不认识。乘客都是从海口去东方，
每人车费 150 元，共 600 元。执法人员检
查发现，该车为一辆证件齐全的网约车，
但司机通过非法拉客人员线下揽客，属于
违规行为，随后执法人员对网约车的相关
营运证件予以暂扣。

“网约车司机通过非法拉客人员提供
客源，待进一步核实后，将按有关规定，对
司机做出相应处罚。”海口交通港航综合
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