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记
者 张萌 通讯员 袁文豪冤 4
日袁 商报记者从海口警方获
悉袁为进一步挤压街面侵财类违
法犯罪活动空间袁 维护广大市民
群众的财产安全袁海口警方从即日
起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三
个月的专项打击行动袁 市公安局
将从各分局便衣大队抽调警力组
成专业打击队伍袁严厉打击野扒
窃尧拎包冶等街面侵财违法犯
罪行为袁 切实提升市民
群众的安全感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邝清晶 通讯员 吴达忠冤
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四名男子由
于邻里纠纷而大打出手袁 目前袁4
人均被秀英法院判刑遥

2016年 3月 7日 18时许袁海
口市秀英区长流镇吴某淑一家与
吴某迈一家因两家宅基地纠纷发
生争吵尧推扯遥 随后在吴某迈的儿
子吴某甲家中袁吴某淑的儿子吴某
丙尧吴某淑的弟弟吴某丁手持砍刀
追到吴某甲家砍砸其玻璃窗袁并欲
冲进吴某甲家中袁见此袁被告人吴
某甲持刀阻止他们进入袁并与被告
人吴某丙尧吴某丁对打遥
吴某甲的弟弟吴某乙见状袁在

楼上拿椅子往楼下扔砸袁打伤吴某
丁的儿子吴某万遥随后袁吴某甲尧吴
某乙持刀与吴某丙尧 吴某丁对打袁
吴某甲尧吴某丙尧吴某丁在互殴中
被打伤遥 期间袁吴某淑家人与吴某
迈家人也在一旁争斗尧扭打遥
后经鉴定袁吴某丁损伤为轻伤

一级袁吴某甲尧吴某丙损伤为轻伤
二级袁吴某万损伤为轻微伤遥 2016
年 7月 8日袁被告人吴某甲尧吴某

乙尧吴某丙尧吴某丁自动向公安机
关投案遥

另查明袁案发后袁被告人吴某
甲尧吴某乙均如实供述了上述故意
伤害他人的事实遥
还查明袁 在本案诉讼期间袁四

被告人及涉案当事人吴某迈尧吴某
香尧吴某淑均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
诉讼袁后四被告人亲属及涉案当事
人达成和解协议袁四被告人及其他
涉案当事人均撤回起诉遥
秀英区法院认为袁被告人吴某

甲尧吴某乙尧吴某丙尧吴某丁因邻里
纠纷蓄意持凶器斗殴致伤袁四被告
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遥公
诉机关指控四被告人犯故意伤害
罪袁事实清楚袁证据确实充分袁罪名
成立袁应予支持遥判决如下院被告人
吴某甲犯故意伤害罪袁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二个月袁 缓刑一年六个月曰
被告人吴某乙犯故意伤害罪袁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袁缓刑一年六
个月曰 被告人吴某丙犯故意伤害
罪袁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袁缓刑一年
六个月曰被告人吴某丁犯故意伤害
罪袁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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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张璐 摄影
报道冤 7月 4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从省交通工程建设局获悉袁近
日袁 随着铺前大桥东延长线段最后
1.5公里路基交验完成袁标志着文昌
滨海旅游公路全线 50公里的路基
交验全部完成遥
据了解袁 为了顺利完成成品路

基的交验袁 给路面工程施工创造良
好的工作面袁 代建指挥部结合劳动
竞赛活动袁 制定了路基交验节点计
划袁并与各项目经理部签订军令状袁
明确专人负责路基交验工作遥 同时
每月进行一次考核袁 对完不成节点
计划的合同段进行约谈和处罚袁采

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袁 确保路基交验
计划的顺利实现遥

代建指挥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袁
下一步将以路面施工质量尧进度尧安
全等工作为重点袁克服困难袁确保路
面工程按期完工遥
据介绍袁 文昌滨海旅游公路由

四个相互衔接的项目 渊文昌昌洒至
明月尧明月至茂山尧茂山至山雅尧铺
前大桥东延长线四个滨海旅游公
路冤组成袁于 2016年 3月全面施工袁
项目起于翁田镇岛东林场东风作业
区附近袁终于铺前镇的西坑村附近袁
与铺前大桥起点相接袁 路线全长
49.915km袁项目批复总投资 24.2154
亿元袁建设工期 24个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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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萌 荆胜欣冤 7月 3日下午袁文
昌市公安局在机关院内举行警车发放
仪式遥 文昌市委常委尧 公安局长陈文
慧袁公安局党委班子成员袁公安局机关
全体民警和配车单位负责人参加发放
仪式遥 仪式由文昌市公安局政委黄良
谋主持遥
近年来袁随着警务活动日趋频繁袁

警车使用频率增大袁 老化现象极为普
遍袁 这不仅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快速反
应能力袁削弱了公安民警的战斗力袁制
约公安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袁 也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车辆使用及人员安全遥
在文昌市委尧 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
的关心尧重视尧支持下袁文昌市公安局
一次性投入资金 355 万元统一购置
24辆警车袁对安全性能差尧不能满足
执法执勤需求的老旧警车进行报废处
置袁并逐步进行更新换代遥
仪式过后袁 车队井然有序的驶离

了现场袁正式开始正常执勤任务袁开启
了维护文昌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的
新征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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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袁 市公安局成立了专项行动领导小
组袁整合指挥中心尧城警支队尧各分局便衣警察
大队及各派出所警力袁 强化警情分析研判尧强
化专业队伍打击尧强化辖区打击整治与行业场
所治安管控袁 形成从警情研判到专业力量打
击尧案件办理袁以及打击收赃尧销赃常态化等系
列打击模式遥

据了解袁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将对每天街面
野扒窃冶尧野拎包冶尧野砸车盗冶尧野盗窃商铺冶尧野盗窃
电动车冶等街面侵财性警情进行汇总研判袁并通
报至市局专业队和各分局袁 指挥各分局和市局
专业队对跨区域尧 跨辖区的现行违法犯罪进行
布控和打击曰城警支队组织尧协调尧督促各单位
开展专项行动袁 检查尧 掌握各单位工作开展情
况袁 组织指挥市局专业队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反扒窃尧反拎包打击曰各分局将在辖区内组织开
展打击野扒窃冶尧野拎包冶等街面侵财性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袁接收尧审查和处理市局专业队抓获的
野扒窃冶尧野拎包冶等街面侵财案件违法人员曰治安
支队将组织开展治安清查整治行动袁 重点对城
中村尧出租屋尧中小旅馆等进行清查整治袁加强
废品收购站尧二手市场等行业的治安管控力度遥

海口警方开展三个月打击街面侵财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扒窃抢包砸车“贼鼠”难逃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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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张萌 摄影报道冤 6 月 30日
23时 30分许袁海口市公安局秀英便
衣警察大队接到市局 110指挥中心
指令袁报称在假日海滩处袁有几名嫌
疑人用辣椒水喷一名受害人并对其
进行殴打后实施抢劫袁 嫌疑人骑摩
托车往市区方向逃逸遥
接报后袁 便衣队员立即展开搜

索布控遥 经过仔细的搜索袁没多久袁
便衣队员就在海盛路发现三辆女式
摩托车飞速行驶袁 其基本特征跟通
报的嫌疑人特征相符遥
便衣队员一路跟踪袁 并通过对

讲机通知其他队员赶来支援袁 几名
嫌疑人发现有便衣民警跟踪后袁便
加大油门疯狂逃窜袁 在逃窜至海盛
路南野西安财政学校冶附近时袁几名

嫌疑人弃车分头逃窜袁便衣队员当机
立断分头对他们进行追捕袁当场抓获
4名嫌疑人梁某翔渊男袁17岁冤尧李某
琳渊女袁15岁冤尧李某任渊男袁15岁冤尧李
某器渊男袁15岁冤袁4人均为海口人遥
同时袁便衣民警现场缴获作案工

具摩托车三辆袁并从丢弃的摩托车上
找到改装的气枪一把遥

文昌滨海旅游公路路基交验完成
全线 50公里 总投资 24亿元

用辣椒水喷受害人后抢劫
秀英警方抓获 4名嫌疑人

海南一中院经审理认为袁 被告
人符某伊尧邓某湖违反土地管理法
规袁未办理征占用林地手续袁非法
占用林地 13.042亩袁在占用林地上
修建养殖场袁 改变被占用林地用
途袁致使被占用林地丧失林业种植
条件袁数量较大袁构成非法占用农

用地罪遥 符某伊到案后如实供述主
要犯罪事实袁系坦白袁可以从轻处
罚曰被告人邓某湖主动投案袁如实供
述主要犯罪事实袁系自首袁依法可以
从轻尧减轻处罚遥
据此袁 海南一中院依法作出以

上判决遥

邻里纠纷大打出手
4人故意伤人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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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吴海青冤 7月 4
日袁省森林公安局召开 2017年上半年
全省森林公安工作总结汇报会遥
据统计袁2017年 1-6月袁 全省各

级森林公安机关共受理各类涉林案
件 805起袁查处 741起遥其中立刑事案
件 351起袁侦破 345起袁抓获犯罪嫌疑
人 352人 渊三项数据同比去年 1至 6
月分别上升 23.6%尧37.5%尧18.9%袁环
比去年 7 至 12 月分别上升 37.6%尧
59.7%尧47.3%袁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冤袁已
移送起诉 124人曰受理林业行政尧治安
案件 454起袁 查处 396起袁 行政处罚
406人袁罚款近 88万元遥
会议要求袁要强化深度打击袁集

中力量开展破案攻坚袁 进一步提高
侦办案件的主动作为意识和能力袁
将案件侦破侧重点向深层次的质量
打击转变袁 努力侦办一批有影响的
大案要案遥 根据当地涉林违法犯罪
的规律和特点袁 因地制宜的开展专
项打击整治行动袁 实现打击整治工
作常态化遥加大深挖力度袁加强串并
分析袁实现向野打团伙尧打系列尧打网
络冶的深度打击模式转变袁争取更大
战果遥

海南森警

上半年侦破
刑事案 345起

文昌公安局举行
警车发放仪式

占用林地建养殖场 12亩地“功能衰竭”
文昌两男子被判缓刑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邝清晶 通讯员 张余武冤
近日袁海南一中院一审审结一宗涉及环境资源犯罪的非法占用农用
地案袁被告人符某伊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盖养殖场袁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袁缓刑二年袁邓某湖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袁缓刑一年遥

据了解袁2011 年上半年某天袁
文昌两男子符某伊尧邓某湖准备在
文昌市会文镇边海村委会宝峙村
的范围内租地修建一家养殖场遥 之
后袁 两人以 38余万元的价格分别
与吴某仲尧 吴某涛等 32位村民承
包了土地遥

承包到土地后袁符某伊与邓某
湖二人在未办理征占用林地手续
的情况下袁进场施工遥

在修建养殖场的过程中袁文昌
市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分别 3 次到
场制止并向在场的邓某湖送达叶关
于责令停止非法占用林地的通知

书曳遥 但符某伊与邓某湖二人继续
修建养殖场遥时至 2012年 12月袁该
养殖场内一共修建好约 197个养殖
池尧1 栋办公楼尧3 个车间尧2 口鱼
塘袁并投产经营遥 经测量及评估袁符
某伊尧邓某湖修建的养殖场共占用
规划林地面积 13.042 亩 袁 其中
12.272亩土地因地表硬化或建房或
建棚或建池袁丧失林业种植条件遥

2016年 5月 9日袁符某伊被抓
获归案袁2016年 5月 23日袁邓某湖
自动到文昌市森林公安局投案遥 符
某伊尧邓某湖到案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袁且自愿认罪遥

银 文昌滨海旅游公路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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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办理占用林地手续进场施工

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缓刑

相关
新闻

银 4名嫌疑人及缴获的改装气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