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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星）记者1月

13日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海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十四五”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十

四五”期间，我省要建设25万套安居房、保

障性租赁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保障5万户

(含发放住房补贴)，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

完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21万户。

《规划》明确，我省要健全公开规范的

住房公积金制度，支持保障房地产市场健

康有序发展。创新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

体制机制；提升住房公积金的住房保障能

力，个人住房贷款总额年均增长13.7%；

加强住房公积金风险管控，提高住房公积

金办事服务水平。

《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我省加

快构建与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住房保障

和供应体系，以满足本地居民、新市民、青

年人和引进人才住房需求为出发点，加快

构建以安居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共租

赁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并根据本

地居民和引进人才改善性住房需求，合理

安排商品住房供应，保持有序稳定的市场

供需关系。

据了解，在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

上，《规划》提到，我省要完善自由贸易港

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安居房25万套，新增

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5万户，

稳步推进棚户区改造，完成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任务21万户。我省要保持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健全房地产调控长效机

制，加快房地产业转型发展，培育规范住

房租赁市场，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

加强和改进物业管理。

为确保各项目标顺利实现，《规划》提

出了六项保障措施。

电动车停在车棚不见了

1月 5日早上8时许，家住海口

市海秀中路宝迪花苑的居民刘先生

准备出门办事，刚到车棚就发现电

动自行车不见了。因为车棚停放的

车比较多，刚开始他以为是被谁挪

动位置，但找了一圈下来没找着。

刘先生突然想到，这辆车装有

GPS定位系统，赶紧打开一看，他的

电动车定位已在4.5 公里以外的丘

海一横路附近，于是赶紧报警。

接到报警后，海口市公安局龙

华分局便衣大队立即出警。队员经

过一番搜索，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墙

角边发现一辆和刘先生描述一致的

黑色电动车。在黑色电动车的旁边

还停着另外一辆白色电动车，这两

辆电动车停放的位置比较偏僻。便

衣队员查看了一下，它们的共同特

征都是车头锁已经被破坏。便衣队

员据此判断白色电动车应该也是被

盗车辆。

“很有可能是嫌疑人将偷来的

车放在这里‘晾衣服’。”为人赃俱

获，便衣队员调取监控的同时，安排

专人在附近蹲守，决定采取守株待

兔的方式抓捕盗窃嫌疑人。

屯昌一男子许某明知他人贩卖毒品，

却为了10000元好处费，仍然帮人去快递

网点领取毒品包裹，结果取包裹时当场被

公安机关抓获。近日，省一中院一审判决

许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案情：帮人取毒品包裹被抓获

2018年5月，林某壮、方某共同出资

购买毒品甲基苯丙胺贩卖，林某壮多次通

过微信、支付宝将购买毒品的资金转账给

方某。5月20日，方某向陈某锋购买毒品

甲基苯丙胺，陈某锋指使周某按方某提供

的收件地址将毒品通过快递从江西邮寄

到海南省屯昌县给方某。5月21日，屯昌

县公安局民警抓获方某。方某到案后，办

案民警发现方某近期有一个装有毒品的

包裹将通过快递寄达屯昌。为此，办案民

警在快递网点蹲点设伏。

林某壮得知方某被抓后，因无法提供

收件人姓名和电话未能取出毒品包裹，便

联系许某让其想办法取出毒品包裹，承诺

给许某10000元好处费。2018年5月24

日，许某前往快递网点领取毒品包裹时被

屯昌县公安局民警抓获。经鉴定，扣押方

某购买的毒品包裹内含4包毒品可疑物

共净重 126.57 克，均检出甲基苯丙胺成

分，含量为77.8%±3.2%。

法院：构成贩卖毒品罪

公诉机关指控，许某明知他人贩卖毒

品仍提供帮助，贩卖毒品126.57克，其行为

触犯了刑法有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许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

犯，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应当从轻处罚。

许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

有异议，但对罪名有异议，其认为应构成

非法持有毒品罪。许某的辩护人提出，许

某准备取包裹时被抓获，即许某实际上未

持有、支配该包裹，更无贩卖毒品的行

为。此外，无其他证据证实许某有贩卖毒

品的故意、贩卖毒品的行为。更不能以林

某壮跟许某说过“拿不到包裹，全程断货”

来推定许某有与林某壮共同贩毒的故

意。应对许某行为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

未遂。

法院经审理认为，许某明知他人贩卖

毒品仍提供帮助，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

罪。许某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126.57克，

贩卖毒品的数量大，应予严惩。公诉机关

指控罪名成立。在共同贩卖毒品的犯罪

中，许某明知林某壮贩卖毒品，且林某壮

让其去取的包裹内有毒品，仍帮林某壮代

取毒品包裹，应认定为林某壮贩卖毒品的

帮助犯，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许某在庭审中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

事实，构成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公

安机关当场查扣的涉案毒品126.57克确

实未实际流入社会，至于毒品是否实际流

入社会只是评价犯罪危害性影响量刑的

因素，这一点可以在本案的量刑中酌情考

虑。法院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判决许某犯

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20000元。

律师：为贩毒提供帮助是
非典型贩毒

帮贩毒者领个包裹怎么就成了贩毒

分子，还被判重罪，入刑10年？海南南威

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葡秋表示，《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

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

果涉及数量较大，可判15年有期徒刑、无

期徒刑或死刑。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

品，那是典型贩毒；为贩毒提供帮助，是非

典型贩毒。许某明知他人贩毒，为了1万

元好处费，帮他人取包裹，被公安机关当

场抓获，构成贩卖毒品罪。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十四五”规划》印发

我省将建25万套安居房

明知他人贩毒 仍帮领取毒品包裹
一男子犯贩卖毒品罪被省一中院判刑10年

■本报全媒体记者肖倩 通讯员邓怀军

偷来的车先放偏僻处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5日凌晨2

时至 5时，分别在海秀中路宝迪花

苑和国贸金银广场附近偷得电动车

一辆，在金银广场还撬了另外一辆

电动车的车锁，但没有成功。6日凌

晨 2 时又在蓝天路偷得电动车一

辆。他们将偷来的车放在丘海一横

路附近正是为了“晾衣服”，因为短

时间内他们也无法得知车子定位装

置的安装位置。他们偷来车后，先

把车放在偏僻处，等过段时间见没人

来找再销赃。

目前，龙华分局便衣大队已将

两名嫌疑人移交海口市公安局龙华

分局刑警大队进一步审理。

窃贼1分钟打开车头锁

监控显示，1月 5日凌晨3点左右，

一名男子骑着刘先生失窃的电动车来到

墙角边放好，他戴着头盔和口罩，脸部包

裹得严严实实。几分钟后，一名同样打

扮的男子骑车过来把他接走。

约两个小时后，还是这两名男子，前

者骑一辆白色电动车过来放好，后者骑

车过来把他接走。

便衣队员沿监控倒查发现，凌晨 3

时许，嫌疑人来到国贸一小区，从停车场

边上进入小区，其中一名男子上前触碰

了一下一辆停在车棚外的白色电动车，

报警器鸣叫起来。他很熟练地用工具打

开电动车座，把车座掀开，伸手进去把报

警器的电源断开，然后用工具把车头锁

打开，把电源接上，不到1分钟就把车骑

走了。

6日凌晨2时许，蹲守队员发现一名

嫌疑人骑着一辆蓝色电动车来到便衣队

员的“蹲守点”，立即通过对讲机向队友

告知这一情况。在中队长吴清强的部署

下，便衣队员在周边设下埋伏圈。不一

会，另外一名接应嫌疑人骑车来到时，便

衣队员上前将他们当场控制，缴获3辆被

盗电动车及嫌疑人作案电动车一辆、作

案工具一批。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为陈某胜、曾某

顺。警方调查了解到，陈某胜开一家电

动车维修店，懂得开锁技术，所选目标车

都是没有上大锁的电动车，他们一般只

用1分钟就可以打开车头锁。

“晾衣服”是盗窃小圈子的“行话”，就是偷了电
动车不马上出手，先放置一段时间，没有事主或警
察追查才放心出手售卖。

近期，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便衣大队队员在
盗贼藏车的地方“守株待兔”，将“晾衣服”的偷车嫌
疑人抓个正着。

偷惊 藏

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便衣
大队四中队中队长吴清强说：“从
近期破获的多起电动车被盗案我
们发现，盗窃分子一般都是选取
只锁车头锁而没有锁上防盗大锁
的电动车，这样他们几分钟就可
盗取一辆电动车。上了大锁的
车，他们一般不会动。所以提醒
市民朋友，电动车停放好后一定
要锁上防盗大锁，以增加盗窃分
子作案难度。”

警方提示

偷车“晾衣服”抓你别不服抓你别不服
两男子被海口龙华便衣队员蹲守抓现行

■本报全媒体记者李崇育

蒙面男子
凌晨持棍打人
3嫌犯被海口警方抓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赟）近日，

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民警在海口市

东山镇、秀英港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

王某伟、王某调、王某忠。至此，一起

故意伤害案侦破。

2021年 9月 12日凌晨2时许，被

害人黄某贵在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中

山南路遭到3名蒙面男子持棍殴打致

重伤，而犯罪嫌疑人却趁夜色逃遁无

影无踪。受害人黄某贵经过两次开颅

手术，虽脱离生命危险，但存在失忆、

智力严重下降等症状。接警后，海口

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刑警大队重案中队

联合海口市东山派出所迅速开展详细

侦查工作。

经数月不懈努力，办案民警 1月

10日下午在海口市东山镇、秀英港等

地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伟、王某调、王

某忠。经警方初步审讯，该3人对故意

伤害黄某贵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非法载客出海
开到椰林藏匿
海口海警局查获3艘“三
无”船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吕书圣 通讯
员王成胜 梁志杰）海口海警局文昌第

一工作站近日联合文昌市有关部门开

展“三无”船舶清理整治行动，共查处

“三无”船舶3艘、无动力木筏4条。

根据前期摸排，执法人员发现高

隆湾附近海域存在“三无”船舶非法私

自载客出海游玩的行为。海口海警局

文昌第一工作站联合文昌市“三无”船

舶清理整治领导小组，协同文城镇政

府、清澜海岸派出所、文昌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海洋渔业执法大队等，专项清

理整治高隆湾周边海域“三无”船舶。

当天15时许，执法人员兵分两路，

分别驾乘执法车沿高隆湾两侧海岸线

开展“地毯式”巡查，将藏匿在高隆湾

椰林内的“三无”船舶逐一清理，共查

获3艘“三无”船舶、4条无动力木筏，

并扣押到文昌市“三无”船舶看管点。

该站下一步将协同其他涉海执法部门

依法进行处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巍）为

进一步做好海口市2022年春节前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1月13

日至1月 30日，海口市、区根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开展每日接访活动，受理有关

欠薪投诉和举报，为农民工就地就

近维权提供便利。

据了解，接访时间为 1 月 13

日-1月30日。

海口市接访地点：秀英区长滨

二路市信访服务中心1006室（联系

电话：68724230）；龙华区接访地

点：区政府办公4号楼区信访局接

待室（联系电话：66568060）；秀英

区接访地点：秀华路4号区信访局

会议室（联系电话：68662651）；琼

山区接访地点：惠民路1号琼山区

人民政府机关办公大楼1楼信访局

（联系电话：65876939）；美兰区接

访地点：晋江横街30号一楼（联系

电话：65374425）；综合保税区接访

地点：南海大道168号海口综合保

税区101室社会事业局（联系电话：

66819989）；高新区接访地点：狮子

岭工业园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

会北楼综合执法局会议室（联系电

话：65580270）；桂林洋开发区接访

地点：桂林洋矛盾排查调解中心

（联系电话：65710275）。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季 通
讯员周乃垚）近日，澄迈法院成功

调解一起交通事故纠纷，维护了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2020年 10月的一天，被告曾

某在路边停车，打开车门时与原告

黄某驾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

黄某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

事故。经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认定，双方均承担事故同等责

任。

经鉴定，黄某因本次事故受伤

构成十级伤残。高额的医疗费用

给黄某家庭造成了负担，在联系曾

某商讨赔偿款事宜时，要求曾某赔

偿医疗费等损失11万余元，但曾某

以自己并未购买交强险、保险公司

未能赔付为由，提出要减少赔偿金

额。双方因赔偿事宜僵持不下，黄

某遂诉至澄迈县法院。

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双方

各执一词，都不愿在赔偿金额方

面进行让步。承办法官认为，本

案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但双方情

绪较为激动，即便对该案作出判

决，也不一定能够实现案结事

了。为妥善化解双方矛盾纠纷，

法官从赔偿金这一矛盾焦点入

手，多次耐心与双方沟通、释法说

理，促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

曾某当场向黄某支付赔偿款项 8

万元。

开车门致人受伤起纠纷
经澄迈法院调解，被告支付原告8万赔偿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君 通
讯员李盛兰）为进一步宣传交通安

全知识、增强居民交通安全意识，1

月13日下午，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在海口市秀英区书场村文化广

场组织开展交通安全进社区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海口交警、文明交

通劝导志愿者通过安全讲座、互动

体验、有奖问答等多形式向居民宣

传交通安全知识。广大居民踊跃

参加酒驾模拟互动活动，切身体会

酒驾司机视线模糊感觉。公安交

警针对老年人、中小学生易发交通

违法现象开展面对面宣讲，有效增

强重点人群知危险、会避险的安全

意识。民警还通过向电动自行车

驾驶人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宣传

交通安全知识，并免费赠送安全头

盔等礼品，进一步倡导电动自行车

驾驶人摒弃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

陋习。

海口交警进社区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增强群众知险避险意识

交警教市民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本报讯（林鸿河 全媒体记者
许光伟 马宏新）1月12日，儋州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依托“路长制”勤

务机制，开展寒假前校车及接送学

生车辆排查治理工作，为学生寒假

系好“安全带”。

当天，该支队组织警力在那

大城区、白马井镇墟重点路口路

段，对过往校车进行严格安全检

查，重点对校车及驾驶人证照是

否齐全、是否存在超员、是否配备

灭火器和是否存在车辆“带病”上

路等安全设施情况进行检查。依

法从严查处校车交通违法行为，

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安

全设施不全的车辆，一律责令停

运整改，始终保持严管严处高压

态势。执勤民警还加强对校车驾

驶员安全教育，提醒驾驶员不能

超速、超载和驾驶具有安全隐患

的校车，在通过交叉路口时一定

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确保学生

安全上下学。

据介绍，此次行动共检查车辆

13辆，发现整改隐患5辆，不仅对

违规校车起到了警示作用，更强化

了校车司机的责任意识和安全意

识。

儋州交警寒假前排查治理校车

为学生系好“安全带”

被欠薪？快来投诉举报
海口1月13日-30日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每日接
访活动，公布地址电话

交通安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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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辆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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