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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拆违，无辜储油罐“躺着中枪”
食品厂 89吨食用油泄漏 损失 60万元 海口城管回应院可走法律途径

商报讯 渊记者吴静通讯员韩
燕冤近日袁海口琼山公安分局飞鹰
大队陈昌凯尧 陈国辉 2名队员在
执行任务时英勇负伤袁 坚持带伤
完成抓捕任务遥

12月 24日晚袁 飞鹰大队队
员陈昌凯在出警时被嫌疑人张某
飞持钢管打折左脚腓骨遥负伤后袁
陈昌凯忍痛和其他队员一起合力
将嫌疑人张某飞擒获遥 据查袁张
某飞袁29岁袁2011年因吸毒被处
以行政拘留 15 天袁2014 年因非
法持有枪支弹药被刑拘 9个月遥

12月 23日 23时许袁指挥中
心接群众报警称有 4名男子在琼
山区红城湖路水工大厦处殴打一
名男子遥 飞鹰大队三中队中队长
陈国辉带队赶往现场时袁 殴打他
人 4名男子分散往五公祠方向逃
跑遥 陈国辉等人追至红城湖路百
乐城对面时袁 成功拦截其中一名
人员钟某辉遥 陈国辉上前表明身
份袁准备执行抓捕袁钟某辉突然反
抗袁一巴掌打在陈国辉脸上袁钟某
辉力度很大袁陈国辉防不胜防袁被
打倒在地上袁 压伤右手胳膊遥 陈
国辉忍住脸部和胳膊的疼痛袁立
即从地上爬起来袁将钟某辉控制遥
随后袁 飞鹰大队其他队员将其他
3名殴打他人者抓获遥目前袁忠介
派出所对 4名殴打他人者予以行
政拘留袁 待被打伤男子做完伤情
鉴定后再做进一步处理遥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商报记者昨
天从海口市政府获悉袁 今年 1月 1日
至 12月 25日袁 海口共拆除违法建筑
4015宗共 310.47万平方米 渊其中袁框
架结构 127.65万平方米冤袁 共防控违
法建筑 3216宗共 65.6万平方米遥

据悉袁各区尧各部门加大防控拆
除违法建筑力度袁 已完成拆除 300万
平方米的目标遥 目前袁各区分类处置
工作已基本完成袁海口市打违指挥部
正组织人员对分类处置数据进行核
查袁并着手对违法建筑信息监控系统
数据进行全面清理袁 计划在 12月 31
日前完成清理工作遥

在拆除总面积排名上袁美兰区拆
违 1425 宗合计 87.63 万平方米位列
第一名袁龙华区拆违 860宗合计 84.06
万平方米位列第二名袁 琼山区拆违
872 宗合计 71.2 万平方米位列第三
名袁 秀英区拆违 811宗合计 66.77万
平方米位列第四名遥

在防控总面积排名上袁龙华区防
控 787宗合计 19.71万平方米位列第
一名袁 美兰区防控 1165宗合计 18.04
万平方米位列第二名袁 琼山区防控
688宗合计 16.39万平方米位列第三
名袁 秀英区防控 488宗合计 10.43万
平方米位列第四名遥

商报讯 渊记者 梁振文 通讯员 叶
姗娜冤 为了提高供电部门的大面积停
电应急处置能力袁 最大程度地减少大
面积停电造成的影响和损失袁 维护经
济安全尧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定袁海口
供电局于 12月 27日开展了强台风导
致海口市大面积停电应急功能演练遥
海口市公共安全联动指挥中心尧 海口
市 野双创冶 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吴优主
任尧市政府余立强副秘书长尧市能源办
詹红兵主任现场观摩演练遥
此次演练模拟了超强台风造成海

口地区电网受损严重袁 造成大面积停
电的场景遥 演练主要采用功能演练的
形式开展袁 海口供电局参演的各个部
门按照该局的应急处置预案袁 在电脑
系统中的应急指挥平台上进行指挥层
面的应急处置演练袁 应急处置 野灾前
防袁灾中守袁灾后抢冶三个阶段中发生
的事件遥 整个过程持续 1.5个小时遥

海口供电部门
开展停电演练

海口拆除违建
310万平方米
各区分类处置工作基本完成

“雷鸣”满月抓了 142名盗贼
摧毁盗抢犯罪团伙 15个 破获盗抢案件 461起

琼山两名“飞鹰”
执行任务时受伤

商报讯渊记者 梁振文 摄影报道冤年关将近袁食用油也将迎来销售高峰遥 不过袁位于海口龙华区昌西村内的海
口龙华笑满堂食品厂负责人杨先生却一脸愁容遥 城管拆除违建他们赞同袁可企业内的储油罐是露天放置袁不属违
建遥但现在储油罐被城管凿破袁罐内储存用于生产的 89吨食用油全部漏光遥现在企业的正常生产受到影响袁手上
压着一堆的订单袁该怎么办钥 对此袁海口龙华城管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袁主要原因是食品厂不配合拆违袁导致城管在
拆违过程中袁弄破他们的那个油罐遥 如果食品厂方面认为城管在执法中有什么问题袁有权走法律途径遥

海口龙华笑满堂食品厂负责人杨先生告
诉记者袁24日上午 11时 35分左右袁 龙华城
管对昌西村的铁皮房违建进行拆除遥 随后城
管部门也来到该食品厂袁 要将食品厂的铁皮
房进行依法拆除遥 野我们也积极配合袁但是当
时厂内正好有一辆货车停放袁 城管就从另一
边进行拆违遥 冶杨先生称袁当时城管将食品厂
的大门尧围墙予以拆除袁随后就要对厂内露天
放置的储油罐进行破坏遥

野当时我们制止袁并声明这些储油罐是露
天放置袁不属违建遥 冶杨先生说袁他们的意见并
未得到城管部门的认可袁 直接用机器在油罐
顶部凿了两个洞袁看到效果不明显袁又在馆旁
凿了两个洞袁 这也导致罐内存储的食用油全
部流出遥
看到这个情形袁城管立即停止工作袁并撤

离现场遥 杨先生表示袁罐内储存着 89吨食用
油袁 这些油流到路面袁 会对行人安全造成影
响遥 城管撤离后袁杨先生立即组织厂内员工补
救袁用油桶接漏出的食用油遥 对于流到路面的
油污袁也进行简单的处理袁避免过往行人滑摔遥

25日上午袁 商报记者来到位于龙华区昌
西村内的现场遥 记者发现袁走进厂区路面都是
油迹袁有的水坑里面就是食用油遥 记者看到被
凿穿的储油罐旁有两个大洞袁 顶上有两个脸
盆扣着袁避免脏东西掉到油罐内遥

杨先生一脸苦恼的说袁 现在年关将近袁食
用油也迎来销售高峰袁现在每月要生产 700吨
左右袁但油漏光食品厂被迫停工遥 野一吨食用油
价格在 6000元左右袁此次损失近 60万元遥 冶杨
先生表示院野我们起码半个月无法正常生产袁包括
品牌受影响袁损失起码达 300万以上遥 冶

市民反映 城管拆违却将食品厂储油罐凿穿

对此袁龙华城管相关工作
人员称袁城管部门在准备对该
食品厂的违法建筑进行依法
拆除时袁食品厂人员将一辆车
堵在门口袁 在这种情况下袁城
管部门只好拆掉围墙袁准备从
旁边进去拆除违章厂房遥

野没想到在拆围墙的过程
中袁弄破了他们的那个油罐遥 冶
该工作人员称袁 凿破油罐后袁
他们便走了袁如果食品厂方面
认为城管在执法中有什么问
题袁有权走法律途径遥

城管回应
食品厂不配合
拆违时误凿破

渊上图冤被凿破的储油罐 渊下图冤路面到处是油污

自开展野雷鸣冶行动以来袁海口
警方多警种密切配合袁连续摧毁了
多个野两抢一盗冶犯罪团伙袁形成打
击野两抢一盗冶等多发性侵财犯罪
的高压态势遥 11月 29日晚袁海口市
公安局刑警支队重拳出击袁成功打
掉一个长期流窜于海口及周边市
县的儋州籍入室盗窃犯罪团伙袁抓
获犯罪嫌疑人 9名袁缴获高档手机尧
手表尧手提电脑尧金银饰物尧古董及
作案工具一批遥 至此袁这起跨市县

系列犯罪团伙成员全部落网袁破获
该团伙在了 2014年 8月至 2015年
11月期间在省内流窜入室盗窃作
案 63起遥
行动开展以来袁 龙华分局破获

了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现代花园尧
耀江花园等系列入室盗窃尧抢劫案袁
摧毁入室盗窃团伙 1个袁 抓获团伙
成员 6名,破获盗窃尧抢劫案 37 起袁
并于近日再次打掉一个以盗窃超
市尧 药店为主要作案目标的盗窃团

伙袁抓获犯罪嫌疑人 3人袁破获案件
50余起曰 美兰分局侦破了海甸岛系
列入室盗窃案袁抓获 2人袁破获案件
62起曰 琼山分局捣毁了一个白沙籍
入室盗窃犯罪团伙曰 秀英分局破获
了系列盗窃电动车案袁战果不断袁捷
报连连遥 截止至 12月 27日袁海口警
方共捣毁盗抢犯罪团伙 15个袁其中
抢劫团伙 3个袁 盗窃团伙 12个曰抓
获团伙成员 57名袁其中抢劫团伙成
员 10名袁盗窃团伙成员 47名遥

重拳出击连摧团伙

12月 1日 21时 45分许袁琼山
分局飞鹰大队三中队队员巡逻在
海口市琼山区海府路拐往国兴大
道处袁发现两名在海口市琼山区海
府路 138号铺面前面人行道盗窃一
辆黑色摩托车的嫌疑人袁立即采取
措施袁当场抓获两名嫌疑人袁缴获

被盗车辆袁当场群众连连称赞民警
野神速英勇冶遥

12月 8日 21时 50分许袁白龙
派出所便衣队在辖区国兴大润发蹲
守时袁发现一名男子从大门走进大
润发露天停车场袁体貌特征跟之前
在大润发盗窃山地车监控里看到

的嫌疑人非常相似袁 逐对其进行跟
踪曰 该男子进入停车场锁定一部山
地车后袁用随身携带的老虎钳剪断
山地车车锁袁 并快速的骑车往出口
处逃跑袁队员立即上前围堵并控制
住该嫌疑人袁某袁 当场从其身上搜
出作案工具老虎钳一把袁电话一部遥

快速反应抓获现行

为进一步强化措施袁深入推进
野雷鸣冶专项行动袁市委常委尧公安
局长李向明要求全市各级公安机
关力争再查破一批案件袁再摧毁一
批团伙袁 让犯罪分子无处遁迹袁不
断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遥

记者了解到袁在强化打击的同
时袁海口警方将坚持野打防结合尧以
防为主尧综合治理冶的工作思路袁以
严治野黄赌毒冶尧严整野窝销赃冶尧严

管野流病劣冶为抓手袁加强犯罪源头
治理袁对娱乐尧休闲尧酒店尧网吧尧出
租房屋等行业场所开展清查整治袁
严厉打击利用游戏机尧 棋牌室尧出
租屋等开设赌场尧聚众赌博袁卖淫
嫖娼尧进行淫秽表演和贩卖吸食毒
品等社会丑恶现象曰对废旧物品收
购尧典当尧机动车渊电动车冤修理尧物
流等特种行业进行全面整顿袁捣毁
窝赃据点袁封锁运赃渠道袁斩断销

赃链条曰加强对流动人口尧旅业式
出租屋的管理袁 强化社区警务工
作袁 加强对具有前科劣迹人员尧病
残吸毒人员人员的管控以及收治
工作曰进一步强化小区等单位的人
防尧物防尧技防措施袁强化群防群
治袁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
力袁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罪活动空
间袁最大限度打压可防性案件遥

打防结合密织天网

商报讯渊记者 吴静 特约记者黄培岳 通讯
员 张振汉冤昨日袁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召开的
野雷鸣冶行动推进会上获悉袁海口市公安局结合
岁末年终临近元旦尧春节袁人尧财尧物大量流动袁
对海口市社会治安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的实
际袁 部署从 2015年 11月 21日起至 2016年 5
月 20日开展为期半年的打击野两抢一盗冶犯罪
野雷鸣冶行动袁这一行动初战告捷袁全市公安机关
一个月来已摧毁盗抢犯罪团伙 15个袁破获盗抢
案件 461起袁抓获犯罪嫌疑人 142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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