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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

员对海南福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监督检

查，检查发现当事人包材仓库中储存有我省禁

止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并做扣押处理。

经调查确认，当事人已构成储存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的违法行为。万宁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作出没收违禁塑料

制品，处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 10 海南福昌食品公司
储存不符合规定塑料袋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2021年禁塑领域案件查办十大典型案例

运输违禁塑料制品入琼
一司机被罚10万元

■本报全媒体记者吕书圣

9月14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我省“禁塑”领域案件查办的
十大典型案例，进一步扩大“禁塑”工作影响力，真正发挥震慑
违法者、警示经营者的作用。

案例 1 未制止经营户使用违禁塑料制品
海南福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被处罚

8月 5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

分局执法人员在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沿江

三农贸市场检查发现，在市场开办者已签订

“禁塑”承诺书情况下，市场内个别经营户与

农贸市场周边店铺存在使用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现象。美兰市场监管分局对沿

江三农贸市场两名经营户向消费者提供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违法行为立案查

处，没收违禁塑料制品，拟处罚款800元。

同时，针对沿江三农贸市场开办者海南

福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未履行管理主体责

任，未及时制止市场内经营户使用违禁塑料

制品，未及时将情况报告给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的违法行为，美兰市场监管分局责令海南

福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立即改正，并处罚款

30000元的行政处罚。

2021 年 6 月 7 日，根据

陈某强的活动轨迹，专案组

民警当即开展轨迹研判，锁

定了其在普宁市流沙北街道

附近“某番薯粥”店内。专案

组民警当机立断实施抓捕，

成功将陈某强抓获。

办案民警蓝剑告诉记者，

22年来，阿明除了在监狱服刑

外，在广东一直是漂泊无依的

状态，过着流浪汉般的生活，对

生活早已失去了信心，对亲情

也没有指望。在民警提到其被

杀的父母时，他一直保持沉

默。但是当民警提到他的妹妹

阿香时，阿明开始哭诉继父和

母亲对自己的多年的打骂。

“我没想杀她的，我让她别

喊，跟着我回广东老家，我养

她。但她一直哭一直哭，是我

对不起她。”时隔22年，提起妹

妹阿香，阿明悔恨不已。

令民警印象最深刻的一幕，阿明回农

场老房子指认现场时的场景：旁边邻居早

已搬走，原本四口之家的房子变得破败不

堪，大门紧锁。面对这些，阿明一句话也

不愿意多说，配合警方供述自己的罪行。

据犯罪嫌疑人阿明供述，他出生在

一个并不和谐的家庭。自幼随母亲改嫁

到乐东乐光农场，与继父一起生活。9岁

那年，同母异父的妹妹阿香出生。

在阿明的描述中，继父很不喜欢他，

三天两头非打即骂，说他“不中用，没出

息”。阿明向母亲求助，谁知母亲选择沉

默。但同父异母的妹妹一直很亲近他，经

常陪伴和安慰他。

1999年 5月23日，阿明决定从继父

那里偷一笔钱，离开海南回广东老家找生

父。他当时想，就算找不到自己的生父，

也绝不再待在这个地方。当天晚上，阿明

看着母亲和继父的卧室熄了灯，便从窗户
处爬进了卧室，打算去衣柜里拿钱。谁知
两人并没有睡着，刚好在谈论自己。阿明
眼见不是动手良机，便偷偷钻进继父和母
亲床下偷听。阿明说，继父具攻击和侮辱
性的语言，听得他牙根直痒痒。他没有想
到，叫了16年的爸爸，竟然全然没把自己当
人看。更让他心寒的是，亲生母亲一直在
帮腔贬低自己。杀心在那一瞬间萌生了。

躲在床下的阿明等到继父和母亲睡
熟后开始动手。他去门口拿了一把勾刀，
直接砍向床上熟睡的继父和生母。

原本在另一房间的妹妹还在熟睡，谁
知闹钟响了起来。妹妹起身来父母的房间
查看，慌乱的阿明一把捂住妹妹的嘴让她
安静下来：“阿香，你别叫，叫了哥哥就活不
了了，跟我去广东吧，哥哥养你好不好？”

受到惊吓的妹妹根本镇定不下来。阿
明称，他当时没想着杀死妹妹，看到离手边
最近的是电饭煲的电线，就拿过来想把妹妹
勒晕，然后强行带走，但那时心里实在太害
怕，力度没有掌握好，结果把妹妹勒死了。

现场发出的响动引来了邻居阿峰。
镇定打发了邻居后，天还没亮，阿明将3
人用被子盖好，拿着继父的钱、存折和母
亲的手表逃到了镇上，从银行取出了钱后
便逃往海口，之后逃往广东，从此过上了
长达22年的逃亡生活。

落网后，阿明曾对记者说：“阿香是

我黑暗生活唯一一道光亮，让我觉得这世

界上我还有亲人。”然而，法律存在的意义

就在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平和正义，亲手

将自己黑暗生活中唯一一道光亮掐灭的

阿明，终将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8月3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

分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位于海港路的港丰农

贸市场进行检查，发现该市场内仍有多位经

营户违法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

鉴于自3月以来，港丰农贸市场未认真

履行禁塑市场管理主体责任，致使市场内发

生多起经营户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案件，秀英市场监管分局责令港丰农贸市

场立即改正，并处罚款 50000 元的行政处

罚。

案例 2 未履行管理责任，海口港丰农贸市场被处罚

案例 3 运输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
海南佛斯特物流公司被处罚

2020年12月30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龙华分局根据市民举报，对位于海口市

龙华区城西镇港昌物流园中区6-8号的海

南佛斯特物流有限公司进行检查。现场检

查发现，当事人涉嫌存在运输一次性不可降

解的塑料袋的违法行为。经调查，运输货物

中有67件编织袋装有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袋。龙华市场监管分局责令当事人改正，对

违禁塑料袋74000个进行没收，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1000元、罚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 4 运输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货车司机被处罚

7月28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

人员在海口秀英新海港港口货车出站口对一

辆进岛的货车检查发现，当事人胡某和其丈

夫王某共同驾驶货车承运大量违禁塑料制

品。这些违禁塑料制品使用材质均为聚丙烯

（PP）。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当事人立

即改正，对当事人运输的违禁塑料制品予以

没收，拟处罚款100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 5 储存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海南旺桦源贸易公司被处罚

1月22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

人员到海南旺桦源贸易有限公司检查发现，

该公司正在卸载刚刚到货的属于我省禁止

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

录中的塑料制品，共 1226 箱，货值 18328

元。经调查，该公司储存的上述一次性塑料

制品均为违禁塑料制品。海口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对该公司作出

没收1226箱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顶格

罚款100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 6 海口龙华鑫兴源商行
存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4月22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

分局按照上级交办，对海口市滨海大道水产

码头的海口龙华鑫兴源商行进行检查。现

场检查发现，库内存放有环保食品专用袋

（黑色）等11类1085箱产品。经调查，上述

产品的材质均为“PP聚丙烯”“PE聚乙烯”等

禁止含有成分。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

华分局责令当时人立即改正，对该公司现场

存储的1085箱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予

以没收，处罚款15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 7 一人经营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被处罚

6月 1日，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当事人陈某驾驶的

一辆中型厢式货车上载有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碗。经调查，当事人陈某联系供货者于

6月1日驾驶货车在海口市秀英码头装载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运至陵水自行销售，

共运输含聚丙烯树脂（PP）材料的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碗360箱，货值金额为4320元，

无违法所得。陵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令

当事人立即改正，作出没收360箱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碗，处罚款 10000 元的行政处

罚。

案例 8 文昌昌洒原木畅享饮品店
提供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5月 7日，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

人员依法对位于文昌市昌洒镇和平路的文

昌昌洒原木畅享饮品店进行检查，经检查

发现当事人在店内经营使用的一次性不可

降解塑料杯。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

当事人立即改正，作出没收涉案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杯 5斤，处罚款 2100元的行政

处罚。

案例 9 文昌清澜昌隆商行
销售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1月29日，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

人员依法对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圩清澜路

的文昌清澜昌隆商行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

事人在店面门口摆放售卖13种一次性塑料制

品，构成销售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违

法行为。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当事人

立即改正，作出没收涉案13种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处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

“我没想杀她的，我让她别喊，跟着我回广东老家，我养她。但她一直哭一直哭……”
今年7月初，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拘留所内，47岁的阿明是22年前一起命案的嫌

疑人。面对警方的询问，他一直沉默，直到警察提到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阿香。
这是一起让乐东警方持续追凶 22 年、性质恶劣的命案。一家四口，父母被刀具砍

死，16 岁的女儿被电线勒死，只有 25 岁的儿子不知所终，成为最大的嫌疑人。乐东警方
追凶22年后抓获逃亡广东的儿子阿明。想起被自己勒死时还是花季少女的妹妹，阿明泪
流不止，终于不再保持沉默，交代了当年作案的经过，并为自己的行为深深忏悔：“我不是
人，这世界上最后温暖我的人，也被我杀死了。”

1999年5月30日。乐东

乐光农场职工阿峰（化名）收拾

好东西，准备带孩子出去。路

过邻居家时，他突然想到，这一

户人家说是去看病，大概一星

期都没见人出入了。阿峰有些

纳闷，作为邻居，觉得自己应该

去打个招呼。正准备敲响邻居

那扇久闭的大门时，阿峰突然

闻到一阵阵恶臭。

“咚咚咚……”觉察出不

对劲的阿峰猛烈地拍门，但无

人应答。情急之下，他踹开门

进入屋内，门边一把带血迹的

砍刀让他有些不安。越往屋

内走，恶臭味愈发浓烈。阿峰

快步走进主卧，只见床上铺盖

着的被子上血迹斑斑。掀开

被子，他傻了眼：邻居一家四

口中，男女主人和女儿齐齐地

躺在血泊之中，尸体已经发

臭，儿子不知所踪。

阿峰立即报警。接警后，辖区派出所民

警火速赶往现场。凶手是谁？动机是什

么？案发时到底发生了让这个家庭几乎灭

门？不见踪影的儿子去哪里了？

警方经现场勘查，现场3具尸体，2

具大人尸体致命伤在脖颈，一具未成年

人尸体不是被利刃所杀，脖颈处有被绳

索勒过的痕迹，身体没有被侵犯过的痕

迹。此外，现场卧室的柜子有被翻过的

痕迹，女主人经常戴的手表也不翼而飞。

“大概一星期前的一天夜里，几点钟

我记不清了，睡得迷迷糊糊的，听见邻居

家好像有东西掉下去的声音。我以为他

家进了贼，赶紧叫醒老婆起身去看。”接

受警察问讯时，阿峰回忆说，那天他刚走

到邻居家门口，就隐隐约约听到邻居家

的儿子阿明的声音，他下意识地问了问：

“阿明啊，家里出什么事了。”

阿明当时应答：“阿峰叔，没事没事，

我母亲生病去三亚了，家里很乱，你们不

用担心。”声音听起来很正常，没有异样。

阿峰很笃定地说：“就是阿明那孩

子的声音，我看着他长大的，错不了。”阿

峰还透露，阿明这孩子比较命苦，16年前

随母亲改嫁过来，继父和母亲平时对他

不太好，但是他很老实，也很懂事。

民警向其他邻居了解阿明一家的情

况后发现，邻居们的说法基本一致：阿明不

得父母宠爱，甚至经常被打骂和言语侮辱。

凶手会是阿明吗？民警赶到镇上，调

取阿明继父的存款信息，发现在一星期前

的夜晚，阿明继父的存款被全部取出。

现有的证据链渐渐清晰：潜逃的阿

明有重大嫌疑。

当时距离受害人被杀害

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星期，

找到阿明无异于大海捞针。

民警们分多路循线追

踪，终于在海口一个娱乐场

所有了收获。在案发现场不

翼而飞的手表出现在一个失

足女的手上。据她描述，前

段时间确实接待过一个乐东

男人，当时该男子手里没有

钱，便把这块表作为嫖资，离

开后便不知所踪。

线索再一次中断。阿明

与外界的接触比较少，社会关

系中除了在广东的生父，其他

人全部被杀，民警联系了广东

警方，希望从阿明生父处得到

他的行踪，但其生父称，儿子

从来没有来找过他。

阿明就像消失了一样，

行踪不明，也让此案成为乐

东警方一直放不下的积案。

2020年，公安部和省公安厅部署命

案积案攻坚行动，乐东公安局成立命案

积案攻坚专案组，这起22年前的积压命

案再次摆到民警的面前。

“专案组民警在广东各个市县秘密

摸排了一年，案件终于有了眉目。”2021

年9月5日，乐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

蓝剑告诉记者，今年5月，专案组民警根

据线索，获得一与阿明信息高度吻合的

嫌疑人线索，推断出这个叫“陈某强”的

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改名换姓的阿明。

经过反复的研判，摸排线索，专案组

民警拿到了一张陈某强的照片信息。

根据陈某强的身份信息显示，其在

2001年和2003年分别因收购赃物和抢

劫罪在广东汕头被判刑，2014年才出狱。

陈某强会是阿明吗？时隔22年，阿

明已经从25岁的年轻小伙变成了47岁

的中年男子，外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当年

一起服刑的狱友们是否还辨认得出？

带着疑惑和希望，专案组民警兵分

多路，对当年与陈某强一起服过刑的人

进行走访。由于已出狱的服刑人员分布

在全国多个地方，专案组民警的脚步也

抵达可能有线索的每一处角落。

专案组民警在向其中几名广东籍的

刑满释放人员了解情况时获悉，陈某强称

自己是广东人，但却不怎么会说广东话，

如果再多问几句，他就干脆保持沉默。

经过大量的走访工作，综合各路信息

后，专案组民警研判出陈某强目前位置位

于广东省普宁市流沙镇一带。为了能迅

速锁定犯罪嫌疑人轨迹，专案组民警立即

前往普宁市公安局请求协助排查。

偷听生母及继父对话后偷听生母及继父对话后，，他举起砍刀……是什么让他动他举起砍刀……是什么让他动
了杀心了杀心？？是什么让他逃亡是什么让他逃亡2222年落网后心理防线年落网后心理防线崩塌崩塌？？

被“消亡”的四口之家
■本报全媒体记者连蒙 陈太东

王
某
明
作
案
凶
器

全
媒
体
记
者
连
蒙

翻
拍

案
发

邻
居
来
探
病

发
现
一
家
四
口
3
人
死
在
床
上

追
凶

不
会
讲
广
东
话
的
广
东
﹃
狱
友
﹄
露
出
马
脚

落
网

对
妹
妹
心
存
愧
疚

嫌
疑
人
心
理
防
线
崩
塌

民警边翻阅案
卷材料，边介绍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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