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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杨春梅）近日，

五指山市公安局经过缜密侦查，抓获向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下黑手，利用充电桩

充电系统漏洞骗取钱财的9名网约车司

机。

5月13日，海南某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代表到五指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报案称，有人利用其公司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充电小程序系统漏洞，在五指山市

两处充电站充电桩充电系统操作充值

余额退款时骗取钱款，这样的情况出现

多次。报案人还反映，其公司在全国范

围内仅有五指山市两处充电站发生这

样的问题。

接到报案后，五指山市公安局刑侦

大队组织人员对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有关数据及小程序退款操作程序进

行分析，找出了系统漏洞，并第一时间

将情况通报该公司，由该公司组织技术

人员更新程序并堵住漏洞。与此同时，

五指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全力对案件

进行侦查，发现并利用充电站充电桩充

电系统漏洞骗取钱财的人员多名，且多

为网约车司机，自2021年 12月起多次

作案，给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造成

10余万元的损失。6月 16日，五指山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在充分侦查的基础

上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依法传唤嫌疑人

9名。

经查，部分嫌疑人在给车充值充电

后，取回余额时发现充电桩充电系统存

在漏洞，于是产生了以此非法获利的念

头，利用系统漏洞非法获取钱财。嫌疑

人不但不停止非法行为，而且将操作方

法传给其他网约车司机，致使多人利用

充电桩充电系统漏洞非法操作获利。

9名嫌疑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他

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并积极赔偿损失。

其中6名嫌疑人的行为已达到刑事案件

立案标准。目前，6名嫌疑人因涉嫌诈

骗罪被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办

中。

五指山警方提醒，随着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的增多，充电桩也增多，经营企

业要加强检查管理，及时发现堵塞系统

漏洞，以防不法分子利用实施违法犯

罪。同时，提醒广大新能源汽车车主、

司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在充电中

发现充电桩系统有漏洞，要积极向管理

方反映，绝不能利用系统漏洞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非法获利，否则公安机关将

给予严厉打击。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一人被拘2日知错履行义务

5月23日，白沙法院干警电话通知

被执行人林某某到法院进行调解。调

解过程中，林某某态度恶劣，在执行法

官向其充分释明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义务的后果后，仍十分蛮横。执

行法官向分管院领导汇报情况后依法

对林某某进行司法拘留。在林某某被

送拘2日后，林某某家属代其履行金额

2万元，案件执行完毕。鉴于被执行人

认识到自身的错误，白沙法院提前解除

对其的拘押。

该院执行法官钟祥介绍，在强制执

行过程中，白沙法院始终秉承善意执行

理念，通过司法拘留措施，让被执行人

知道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的严重后果，在促其履行义务，实现执

行目的，并认识到自己违法行为后，可

对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及时解除拘留措

施。这样张弛有度的执行方式，实现了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相统一。

迫于司法拘留威慑
一人2小时履行全部案款

2月11日，白沙法院执行干警接到

申请执行人举报线索，称被执行人黄某
某在牙叉镇某商铺内为他人装修房
屋。接到线索后，执行干警当即找到在
施工的黄某某并将其带回法院。迫于
司法拘留威慑，黄某某仅用了2个小时
就履行全部案款2.62万元，案件顺利执
行完毕。

该院执行法官李维和介绍，被执行
人黄某某对生效法律文书置若罔闻，不
如实申报财产状况，且拒绝接听执行法
官电话。白沙法院决定对黄某某进行司
法拘留，但因其行踪不定一直未将其抓
获。后来，法院干警和申请执行人想方
设法查找黄某某的落脚点及相关线索，
并将其带到法院，促使其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

据介绍，查人找物难是困扰法院
执行工作的“堵点”问题，也是容易引
起申请执行人质疑的问题。为了破解
这一难题，白沙法院执行局定期通过
系统查询被执行人财产状况，以线索
找人找物等方法，强化相关线索搜
集，发现线索第一时间出击，控制被
执行人、查控被执行人财产，促使被
执行人履行义务。

据了解，今年2月以来，白沙法院

根据相关线索，先后5次出警，4次成功

控制被执行人。

“哭穷”不履行债务
一人被“临控”当即还款

被执行人余某某是某建筑公司负

责人，在借款25万元不还被法院判决

履行还款义务后，其时常以工程款未

结算为由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执行法

官经多方查询，了解到余某某具有履

行债务的能力，但从未主动向法院如

实申报财产情况，同时发现其每次面

对执行法官时，总是采取“哭穷”方式

想拖延履行债务时间。白沙法院执行

法官经多次研判后，决定对余某某采

取强制措施，并向公安机关发出协助

查控函。

5月28日，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

白沙法院将余某某控制。余某某当即

还款25万元。

该院执行法官翟杨州介绍，在执行

工作中，白沙法院充分发挥与公安机关

建立的“临控”联动长效机制威力，巧妙

运用公安机关大数据系统网上布控、查

找被执行人。今年以来，白沙法院先后

对11名被执行人进行布控，在公安机

关协助下控制3名被执行人，累计执行

到位金额34.12万元。

据介绍，白沙法院为有效制止被

执行人逃避执行，高效破解执行难问

题，切实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维护法

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今年以来累计

对 12宗案件的 13名被执行人采取司

法拘留措施，促使其中5宗案件顺利执

结，4宗案件达成和解，执行到位金额

54.38万元。

白沙法院出“组合拳”严打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逃避执行行为

“临控”显威力 一人当即还25万元
■本报全媒体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符诚国

迫于白沙法院司法威慑力，被执行人刘某当即筹款支付了全部执行款项

利用漏洞把充电桩当“取款机”
五指山9名司机向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伸黑手骗取10余万元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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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名买房”引发纠纷

两家的恩怨要从一套经济适用房

说起。卢某为某单位退休职工，有资格
购买该单位定向的经济适用房，但卢某
家庭经济拮据。田某一家便提出由他
们以卢某的名义购买，并提供一套旧房
给卢某一家居住。

2013年，双方签订了《房屋转让协
议书》，约定由田某出资购买卢某享有
的经济适用房，房屋归田某所有。田某
随后以卢某的名义支付了购房款15.46
万余元，并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收房
后，对该房屋进行装修并居住。

2018年6月4日，卢某以田某未履
行将用于置换的旧房交付并过户给其
为由，提起了确认《房屋转让协议书》无
效之诉。一审、二审法院均确认《房屋
转让协议书》无效，判令田某在收到卢
某返还的购房款15.46万余元后，将房
屋归还给卢某。

2019年，田某就案涉房屋提起损

失赔偿之诉，而卢某提起房屋占用费的

反诉。法院判决将损失和房屋占用费

抵销后，确定卢某应向田某支付10.71

万余元。

2021年 1月25日，卢某向田某支

付完毕判决所确定的款项，田某亦将房

屋返还。卢某一家入住后，发现房内水

电不通，厨房、厕所、阳台等9处下水管

道无法正常使用。

不久后，田某再次就案涉房屋提

起损失赔偿之诉，并申请对房屋的差价

进行鉴定。卢某亦就房屋占用费及田

某用水泥封堵下水道的修复费用提起

反诉，并就修复费用申请造价鉴定。

法院判赔修复费1.8万余元

双方不服一审判决，均提起上

诉。省二中院二审审理后，作出田某支

付卢某房屋修复费用1.8 万余元的判

决。田某的诉讼请求和卢某的其他反

诉请求均被驳回。

省二中院主审法官介绍，合同被

确认无效后，取得的财产应相互返还，

田某返还的财产为住房，住房应符合

正常的使用条件，但田某交付的住房

存在多处下水道堵塞，致使房屋不能

正常使用，存在过错，应对恶意用混凝

土堵塞下水道的修复承担赔偿责任。

田某的封堵行为虽一时泄了愤，却让

自己的钱袋子遭受了损失，真是得不

偿失。

买房对于不少人来说，都是一件

人生大事，一些人出于限购政策、贷款

条件等原因，会通过“借名买房”这一

方式获得购房资格，殊不知看似“巧

取”的背后，往往蕴含着一定的法律风

险，由此引发的纠纷也不在少数。法

官提醒，“借名买房”有风险，选择需谨

慎。

“借名买房”引纷争
腾退房时封堵9处下水道
乐东一人被判赔修复费1.8万余元

■本报全媒体记者陈敏 通讯员罗凤灵 叶玉华

乐东黎族自治县的田某与卢某原本是亲戚，两家因房屋买卖纠纷三
度闹上公堂。法院判决田某将占用的房屋返还给卢某，田某认为自家吃
了大亏心生不满，腾退房屋时将厨房、厕所等 9 处下水道用水泥封堵。近
日，省二中院判决田某赔偿卢某对房屋下水道修复费 1.8 万余元。

“现向你宣读海南省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拘留决定书……”6 月
20 日，白沙法院执行局干
警根据线索赶到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对未按照
和解协议履行义务的被
执行人刘某采取强制措
施。迫于司法威慑力，刘
某当即联系朋友筹款支
付了全部执行款项。

这 是 白 沙 法 院 提 升
执行质效的一幕。今年 2
月以来，白沙法院综合运
用“拘传”“临控”等司法
措施，严厉打击拒不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或存在逃
避执行行为的被执行人。

本报讯（陈太东 通讯员陈鹏 刘
涵婧）为非法办理人才落户，谋取不

当利益，王某向公职人员行贿700余

万元，被乐东黎族自治县检察院提起

公诉。近日，乐东法院审结了该案，

以被告人王某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七年七个月，并处罚金350万元。

加上之前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70

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十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420万元。

2019年 1月至2021年 1月份期

间，被告人王某伙同他人从事非法人

才落户业务获利，为了谋取不当利

益，请托时任海口市某局副主任辜某

某违规办理人才引进落户业务，获利

1835万元。期间，王某先后分30次

送给辜某某共计710万元，辜某某（另

案处理）均悉数收受。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为

谋取不正当利益，直接或指使他人给

予时任海口市某局副主任辜某某710

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行贿

罪。被告人王某在买卖国家机关证

件罪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

前，还犯有本案行贿罪没有判决，依

法应当数罪并罚。最终，法院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陈太东 通讯员陈雨露）
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法院行政审判

团队审结一起原告陈某与被告县某

局的行政撤销纠纷。

为了改善职工住房需要，乐东某

公司于 2006 年按集资建房有关规

定，由职工出资建筑 18套集资套间

房，原告以8万元价格购买了一套集

资房。原告经单位领导同意，在公司

的空地上建设了若干房间用于生活

起居。2013年，县政府对街道路面进

行扩建，拆迁到原告自建的房屋，拆

迁办工作人员与原告口头协商：不给

予货币赔偿，将一套房屋安置给原告

居住使用，原告每个月向房管物业部

交纳物业费就可以长期居住。经双

方口头协商同意后，乐东某局履行协

商承诺，将该房屋安置给原告居住使

用，原告也按照协议每月向房管物业

部交纳物业费。3年后，原告将涉案

房屋让与给亲戚何某居住，但仍每月

向房管物业部缴纳费用。2021年 9

月，县某局履行公租房监管职能时，

发现并调查证实原告将案涉房屋让

与给自己亲戚居住，两次向原告发出

腾退通知。原告不服腾退通知决定，

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屋性质

虽为公共租赁住房，但原告在取得案

涉房屋时并未向被告申请该住房，也

并未与被告签订公共安置住房租赁

合同，涉案房屋实际为县政府在进行

道路扩建时因拆迁而补偿安置给原

告的安置住房，且被告在庭审中也自

认该事实。被告在作出行政决定前

未能查清该事实，误将该房屋与其他

公共租赁住房性质等同。最终，法院

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腾退公共租赁

住房、公共安置住房的通知，支持了

原告的诉讼请求。

把拆迁安置房等同公租房
乐东一部门要求原告腾退房屋，法院予以撤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宋飞杰）6月
21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通报，

自5月1日至5月31日，该局受、立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5起，损失金额34.92

万元。

5月14日，牙叉镇居民陈某在某

短视频平台刷视频时，接到一陌生网

友发来的消息。对方自称是该短视

频平台负责推广的业务员，称添加微

信好友，可以提供点赞刷单赚外快的

机会。陈某信以为真，先是在聊天群

里领取任务，再到常用的购物平台完

成“任务”，然后联系对方领取“返

利”。第二天，尝到甜头的陈某，在对

方引导下，下载了一款App，开始在

App内刷返利更多的“大单”。陈某

垫资刷了几单后，对方称陈某的单子

有问题，需要继续刷才能返利。为了

拿回本钱，陈某先后刷了近10万元的

单。之后，在陈某按照对方提示取现

时，对方又要求陈某缴纳风控解除

金、解冻金等。当对方多次拒绝返还

钱款后，陈某才意识到自己被诈骗，

共损失26万余元。

5月22日，家住某农场的王某接

到陌生号码来电，称王某的快递在中

转时丢失，可以获得70元的理赔金。

王某信以为真同意理赔，添加了“理

赔客服”的QQ，又根据“理赔客服”的

提示，添加了“蚂蚁客服”的QQ。之

后，对方谎称理赔是直接打款到支付

宝但得预付500元备用金，王某只需

要留下自己应得的70元，把其余430

元转到对方指定的账户即可，支付宝

公司到时间会帮王某退还备用金。

在王某按照对方要求将430元备用金

转到指定账户后，对方称王某预付的

备用金异常，如果不及时解决，将影

响个人征信。随后，对方指引王某下

载了某款会议类App，由对方远程查

看王某的手机，引导王某将其名下的

财产转移到指定账户，并称等归还备

用金正常后就能转回王某的个人账

户。王某准备申请把钱款取回到自

己的账户时，发现操作不了，这才意

识到自己遭遇诈骗，共损失3万余元。

白沙警方上月受立电诈案5起

一人陷刷单返利骗局
损失26万余元

本报讯（林鸿河 全媒体记者许
光伟 马宏新 通讯员郭祥瑞）儋州警

方近日侦破系列盗窃电动自行车案

件，追回多辆被盗电动自行车。6月

17日，儋州警方把追回的电动自行车

退还给失主。

5月下旬，儋州市公安局宝岛派

出所辖区连续出现多起居民电动自

行车失窃案件。该所朱德湟打击行

动队迅速就案件开展调查。办案民

警调查发现，案发地点多集中在公

寓、餐厅等场所，发案时间较为固定，

多项线索表明这些电动自行车盗窃

案件为同一人所为。随着调查逐渐

走深，办案民警快速锁定嫌疑人陈某

鑫。6月10日，朱德湟打击行动队联

合当地警保联控中队将目标嫌疑人

陈某鑫抓捕归案。经审讯，嫌疑人陈

某鑫连带交代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3

起。

陈某鑫还交代，其盗窃所得的电

动自行车均是立即销赃。警方循线

调查发现，陈某鑫前期盗窃的电动自

行车被倒卖至儋州市各镇。警方经

过努力，将被盗的3辆电动自行车悉

数追回。

儋州警方破获系列盗窃电动自行车案

返还失主3辆车

实地调查编制
“打架成本单”
保亭警方促险些发生冲突
的两摊贩握手言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麦文耀 赵世
馨 通讯员陈卓帆）近日，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公安局加茂派出所成功调解

两起群众纠纷。

6月17日，加茂派出所辖区某学校

学生在校内发生冲突后，学生及家长均

情绪激动，在学校内发生争执，学校领

导和老师相继劝说但收效甚微。民警

到达现场后，立即组织学校领导、老师、

学生家长和学生来到校会议室，开展情

况了解、安抚情绪和释法说理等工作。

民警通过真实典型案例，向学生和家长

普及法律知识。学生和家长认识到自

己行为的不恰当，同意以合理的方式协

商处理本次纠纷。同时，民警与校方沟

通，要求校方针对本次纠纷妥善完成后

续工作，并强调校园安全的重要性。

6月 16日，加茂派出所辖区某菜

市场里相邻的菜摊因为占地的事闹起

了矛盾，两家菜摊险些发生肢体冲突。

经了解，该事件的起因是双方摊主都想

扩大摊位，故发生口角。加茂派出所民

警来到摊位实地查看，查找矛盾源头，

分别对双方摊主开展调解工作，讲解相

关法律法规，将警方编制的“打架成本

核算单”递到两人手中，强调了打架斗

殴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当事双方最

终冷静了下来，握手言和，约定了以中

心划界经营。

非法办理人才落户
向公职人员行贿710万元
一被告人被乐东法院判刑十一年三个月罚42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