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 渊驻东方记者 吴平 通讯
员 符才丽冤5月 16日上午 9时袁 海南
东方市八所镇港门村发生一起由土地
纠纷引发的多人互殴事件遥 据目击者
介绍袁 现场互殴人员有男有女袁 大概
20余人袁斗殴人员手持木棍尧铁锹和
砖头相互殴打袁 事件导致斗殴双方共
8人受伤遥

据了解袁 发生纠纷的双方是家
住港门村的何某和赖某两家人遥 16
日上午袁 何某一家准备盖房子倒地
基时袁受到邻居赖某家人的阻拦遥期
间袁双方家中的妇女情绪失控袁她们
相互拉扯头发并纠缠一起袁 倒在地
上相互殴打遥 围观人群当中有人起
哄喊打袁导致事态失控袁双方爆发强
烈冲突遥 双方家人随手拿起施工现
场的木棍尧砖头等工具相互殴打遥此
过程中袁 斗殴双方共 8 人不同程度
受伤袁赖某家中大门被砸坏袁事件未
造成人员死亡遥 经现场出警民警劝
阻制止袁 斗殴冲突情况持续一分钟
左右平息遥

5月 17日上午袁何某及其亲属约
20余人打横幅到墩头边防派出所哭
闹讨要说法遥 事发后袁 市领导及时组
织市公安局尧 市边防支队到现场进行
调解袁事件得到有效控制遥
目前袁 辖区墩头边防派出所已对

事件受案调查袁 派出所负责人表示将
严格依法妥善处理此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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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女市民称只因当了投资介绍人袁 现在陷入三角债野坑冶里

“交友不慎，房被人占，全家流浪”
商报讯渊记者 李双 摄影报道冤日前袁

家住海口市国兴大道瓦灶村的市民戴女
士向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反映袁近日有一
伙不明身份的年轻人在她家墙壁上贴满
了要其还钱的标语袁房屋也不时地被这伙
人侵占袁他们警告称不还钱就占房袁同时
擅自强收租客租金遥 戴女士与丈夫陈先生
感到莫名其妙袁但面对这伙凶神恶煞的年
轻人袁怕生命遭到威胁袁只好离家躲避袁整
日寄宿酒店袁过着流浪的生活遥 戴女士说袁
多次报警也没能解决问题袁在万般无奈的
情况下袁只好求助于媒体遥

记者采访了海口一些法律
界人士遥法律界人士吕辰认为袁
若该协议得到了第三方利害人
戴女士的同意袁 该协议自然有
效袁 双方应该认真执行遥 若毁
约袁应及时通知第三人戴女士袁

并在征得戴女士同意的情况
下袁协议才能解除遥若陈某华与
陈某丽签订的还款协议仍在执
行中袁 陈某华与戴女士签订的
还款计划自然无效袁 因为债权
债务已发生转移袁 若陈某华明

知故犯袁 还迫戴女士签下巨额
还款计划袁 陈某华不仅要承担
民事责任袁还可能触犯叶刑法曳遥
至于签订这份还款计划是否存在
被野威胁尧利诱冶袁需要有关部门调
查和戴女士拿出相关的证据遥

东方港门村土地起纠纷

邻里多人互殴
致使 8人受伤

银 戴女士出示的社会不良人士在其家贴的公告

据戴女士介绍袁 几年前的
一天袁 她的一位姐妹陈某华说
有一笔闲钱想投资赚点钱袁正
好戴女士认识一个叫陈某丽的
姐妹袁此人在银行工作袁父亲是
高官袁 弟弟是银行法律顾问袁便
建议陈某华把钱借给陈某丽遥戴
女士强调袁她只是介绍人而已遥

后来陈某华同意将二百多
万元通过戴女士转给了陈某
丽遥 谁知袁陈某丽不知何故袁并
没有还钱给陈某华袁 而作为中
间人的戴女士无疑就是陈某华
的催债对象了遥由此袁三角债便
时刻困扰着戴女士遥

戴女士告诉记者袁去年底袁
警察把戴女士等 3人叫到了派
出所遥通过协调袁陈某丽愿意偿
还陈某华 241万元袁 先期支付
现金 40万元袁剩下的两年内再

还 50万元现金袁余下的以陈某
丽一套住房作抵押遥 戴女士本
以为陈某丽与陈某华达成还款
协议后袁便可脱身了遥 不料袁今
年 3 月 19 日袁 陈某华借口喝
茶袁把戴女士约到某咖啡厅袁几
个陌生男子将戴女士控制袁同
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份还款
计划袁 主要内容为每月还款十
万元袁一直到还清为止袁同时声
称房子已被陈某华没收袁 并强
行让戴女士按下了指印遥 从那
天开始袁 戴女士家的外墙上贴
满了还钱的标语袁 并被人非法
霸占遥其间戴女士也数次打 110
报警袁 但这些人一看到警察来
了就跑袁警察走了袁又重新霸占
她的住房袁 并强行从租客那里
收取房租遥

记者拨打陈某华的电话进

行核实袁陈某华说袁她只认识戴
女士袁不认识什么叫陈某丽的袁
是她借钱给戴女士的袁 戴女士
就应该偿还遥 记者追问院野戴女
士门口的那些要求还钱的标语
和不明身份的年轻人是你叫去
的吗钥 冶陈某华答院野不是袁我不
清楚袁与我无关遥 冶

据戴女士说院野我认识陈某
丽是在国兴大道旁某国有银
行袁当时她穿着制服袁戴着工作
牌遥 一来二往我们熟了袁不久她
提出有丰厚利润的项目可做袁提
出跟我借钱袁在海口还有若干套
住房袁我便信了她袁陆续借给了
她数百万元遥 冶

为了弄清楚陈某丽的 野庐
山真面目冶袁记者致电位于国兴
大道的海口某银行袁 但得到的
答复是院此人已离职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数字记者 叶
娇冤5月 18日袁 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站 叶五一端午期间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
区曳发布第三次野每周通报冶袁对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进行点名道姓
通报曝光袁 本周共通报 79起袁其
中海南 2起遥

这两起问题分别是院 万宁市
林业局林政股股长王英川收受礼

金问题遥 王英川先后三次收受有
关单位礼金袁共计 2000元遥 2016
年 4月袁 万宁市纪委给予王英川
党内警告处分遥

海口市美兰区原调研员王贵
公车私用问题遥 2016年 1 月 30
日袁 王贵未经办理公务用车使用
审批手续袁 驾驶海口市美兰区公
务轿车到公园游玩尧 购买年货遥
2016年 4月袁海口市纪委给予王
贵党内警告处分遥

中纪委网站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79起

海南 2起问题被通报

受贿 415万元及价值 14万元的轿车

原琼海市人大主任朱允彦昨过堂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称袁原琼海市政府副市长尧琼海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朱允彦在任国家公职
人员期间袁利用职务之便袁在工程承
建尧房地产项目规划报建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袁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
人民币 415 万元以及价值人民币
14.499675万元的一辆东风日产逍客
越野车遥
在多达 14起受贿案件中袁收受赃

款最高的为 150万元遥 2009年袁琼海
廉租住房二期项目公开招标袁 项目业
主单位为琼海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
局渊以下称琼海市房管局冤遥 工程承包

人杨昌武向分管该项目的琼海市副市
长朱允彦提出帮其承揽该项目袁 朱允
彦答应帮忙袁 并向琼海市房管局原局
长陈某表示同意让杨昌武承建琼海廉
租住房项目遥最终袁杨昌武挂靠海南省
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中标该工程遥 2010
年袁 琼海市嘉积城区财政供养中低收
入人员住房和公共租赁住宅小区一期
工程项目公开招标袁 分管该项目的朱
允彦再次同意由杨昌武承建该项目遥
最终袁 杨昌武挂靠湖南省第三工程有
限公司中标该工程遥 为感谢朱允彦的
帮忙袁2009年春节前至 2013 年中秋
节期间袁杨昌武在不同地点分 10次送
给朱允彦共计 150万元人民币遥其中袁

每年春节前均送 20 万元袁5 次共计
100万元曰每年中秋节均送 10万元袁5
次共计 50万元遥
此外袁 朱允彦还收受海南弘庄投

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100万元和其
余 11家房地产公司尧物业公司尧建筑
工程公司尧 投资公司以及工程承包人
50万元尧30万元尧10万元不等的贿赂
金遥
其中四起贿赂案是公司法人代表

或者个人求助帮忙袁 朱允彦没有为对
方提供便利之前和朱允彦打招呼希望
其多多支持工作而行贿的袁 另外十起
案件是在朱允彦帮忙办事之后以感谢
为名行贿遥

在 18日的庭审中袁朱允彦的两名
辩护律师参与本次庭审袁 而朱允彦坐
在被告席上袁 他对本次的庭审中起诉
方提出的犯罪事实及证据均无异议袁
只表示希望法院酌情量刑遥
朱允彦的辩护律师也提出包括朱

允彦坦白交代案情尧 事后建筑建设等
方面也不存在质量问题尧 积极退还赃
款等在内的六条辩护陈词袁 认为法院
应当作为量刑的标准遥 其中最受争议
性的一条是有关部门掌握线索且朱允
彦被讯问后才说出案情是否属于自
首遥 朱允彦的辩护律师称院野有关部门

当时仅掌握了一小部分线索袁 而朱允
彦提供了多达百分之九十多的案情袁
具备自首的前提条件遥 而且之前的司
法实践中也有过类似被判为自首的案
例遥 冶

公诉机关认为袁根据 2009年最高
人民法院尧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尧 立功等量刑
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可知袁 犯罪事实
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袁或
者虽被掌握袁 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
查谈话尧讯问袁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
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袁 向办案机关投

案的袁是自动投案遥在此期间如实交代
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袁 应当认定为
自首遥 有关部门掌握了朱允彦受贿的
事实袁并且已经做了讯问的工作袁朱允
彦才说出实情袁 只能以坦白从宽从轻
处理袁不具备自首的条件遥 此外袁朱允
彦身为公职人员为别人办事属于职责
范围内的事情袁不论是谢金还是礼金袁
不论为对方谋了利益还是没有袁 都不
影响其受贿的性质袁 对方送如此高额
的金钱给朱允彦袁就是看中其手里的权
利袁而朱允彦又收取了别人的钱财袁而
且数额巨大袁这就属于权钱交易遥

据了解袁 朱允彦收受的 415万元
贿赂金中已退赃 200万元遥案发后袁朱
允彦的妻子将其收受的 14万余元的
轿车退还给行贿人遥 法官在询问朱允
彦是否有能力偿还剩余的 215 万元
时袁朱允彦当庭表示院野目前没有能力
偿还遥 之后要和家人商量袁可能和亲

朋好友借钱后再还遥 冶
本案一审审理结束之时袁 朱允

彦表示院野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
不讳遥我身为公职人员袁所做的一切
对公职人员的清廉性造成了污染遥
我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信任遥 在此
我也知罪尧认罪尧悔罪袁我接受法院

对我的判决袁也会认真服刑遥但是我
成为国家公职人员 30 余年来袁也对
经济的发展尧 社会的稳定等方面做
了很多的工作袁 希望国家能够给我
一个悔罪做人的机会袁 我将认真改
造袁重新做人遥 冶

法院将择日作出宣判遥

商报讯渊实习记者 乔建华 摄影报道冤成为国家公职人员 30余年袁朱允彦从基层干起直到晋升为原琼海
市政府副市长尧琼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袁如今将近耳顺之年的朱允彦因近年来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 415万
元人民币以及一辆 14万余元的轿车而触犯了国家法律遥 18日上午 8时 30分袁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
贿罪开庭审理了此案袁由此解开了朱允彦从 2003年开始到 2014年 10余年间总共 14起受贿案的整个过程遥

指控 受贿 415万元及价值 14万元的轿车

辩论 交代案情是否算自首

忏悔 积极退赃，希望重新做人

银朱允彦在庭审中

朱允彦
现年 59岁袁 海南省文昌市

人遥 于 2003年 3月至 2011年 2
月袁 任琼海市政府副市长曰2011
年 2月至案发前袁任琼海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遥
因涉嫌受贿罪袁 于 2015年

5月 18日被海南省地方公安处
刑事拘留袁接受组织调查遥

2015年 6月 1日经海南省
人民检察院决定袁于同日被海南
省地方公安处逮捕遥

2015年 7月袁 免去朱允彦
琼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遥

2016年 4月袁朱允彦渊正处
级冤涉嫌受贿犯罪一案袁由海南
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海南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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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上“投资陷阱”她陷入三角债

法律界人士：戴女士对协议有知情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