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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记
者 符雄助 通讯员 翟臻儒冤野你购买涉案
车辆的时候报价是多少钥 最终成交价多
少钥 冶商报记者 20日晚从海口市人民检
察院获悉袁昨天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侦查
监督处干警首次运用远程提讯系统袁讯
问羁押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某遥
记者了解到袁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与

海口市第一尧第二看守所相距甚远袁办案
人员每次提审往返需要一个多小时车
程袁每天这样来回奔波袁不仅耗时耗力袁
更浪费了司法资源袁降低了办案效率袁如

今海口市院在看守所和检察院的讯问室
内配置了音视频采集设备尧电脑尧液晶电
视等终端设备袁让承办检察官可以野足不
出院冶 就可以对看守所内的犯罪嫌疑人
进行讯问遥
据介绍袁 远程系统的使用原则上主

要适用于犯罪事实清楚尧证据充分袁犯罪
嫌疑人及辩护人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
不持异议的案件遥 冶
海口市检察院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远

程提讯系统的建设袁 目前已经建成三间
远程视频提讯室并已投入使用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李兴民 通讯员 钟坚冤20日袁 海南公
安消防总队在培训基地隆重举行 2017
年度新兵教育训练总结表彰大会袁将 260
名新兵分配到各市县支尧 大队及所属中
队遥他们将在进行短时期的集中军事业务
强化训练后袁 正式编入执勤备战队伍袁承
担起灭火救援和抢险救灾的重要任务遥

据了解袁为了让这些新兵尽快进入
状态袁能够担负起灭火救援等任务袁海南
公安消防总队早在新兵下队前袁 就新兵
下队执勤训练和管理教育工作专门召开

会议进行了部署袁 并要求各基层单位必
须做好新兵下队后的补训工作袁 使其尽
快明确灭火救援工作任务遥 并积极拨付
经费为新兵准备好床铺尧生活用品尧文娱
器材等袁 以让将分到部队的新战士真正
感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袁 营造栓心留
人的部队环境遥
当前正值火灾多发季节袁260名经过

90天严格训练的新兵充实基层一线袁不
仅有效缓解老兵退伍后基层中队执勤力
量不足的矛盾袁 也将切实增强今冬明春
火灾防控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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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被处罚通报环评文件存在质量问题
的 6家环评机构袁 包括河北鑫旺工程建设服
务有限公司尧海口海环院环评有限公司尧中铁
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尧 北京文华东
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尧 河北师大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尧 深圳市环境工程科学技术中心有限
公司在我省的工程项目中袁 环评文件分别存
在工程分析错误尧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缺失尧主
要环境保护目标遗漏尧噪声评价预测错误尧地
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确定错误尧 大气
评价工作等级确定错误等不同方面的质量问
题遥

通报要求袁 责令北京文华东方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限期整改 9个月袁 其他 5家环评机
构则被责令限期整改 6个月袁6家环评机构分
别被记黄牌 1次遥 整改期间袁海南省各级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不得受理上述机构编制的环境
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批申请曰整改前已受理的
可继续完成审批曰整改期满后袁上述机构向省
生态环境保护厅提交整改情况报告遥 对于上
述环评机构的编制主持人袁则给予相应处罚遥
省环境保护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各环评

机构及编制主持人要引以为戒袁 认真查找不
足袁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袁切实提高环评工作
水平尧业务能力和责任意识袁确保环评文件质
量遥 各市尧县要加强对环评机构的监督管理遥
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和审批过程中袁应
当加强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质量尧 环评
机构资质以及编制人员等情况的审查曰 发现
环评文件编制质量低劣等问题袁 应严格按照
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法曳进行
处理袁并及时报告省生态环境保护厅遥

记者从该法院获悉袁8月 6日 8时
许袁 李某在租住的海口市龙华区某村
一楼门口处捡到一把别克车钥匙遥 8月
8日 2时许袁李某使用捡来的车钥匙的
遥控装置袁 找到停放下海口市龙华区
某村某号门前的一辆别克小轿车袁随
后将该车驾驶到保税区一家药厂附近
的路边藏匿袁 并拆下该车的车牌丢在
路边的电缆沟内遥 天网恢恢袁 疏而不

漏袁8月 16日袁 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袁
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遥 经鉴定袁该
被盗别克小轿车价值人民币 117923
元遥 破案后袁该被盗车辆已发还车主陈
某某遥

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有关
规定袁龙华区法院以盗窃罪依法判处被
告人李某有期徒刑四年七个月袁并处罚
金人民币二万元遥

据介绍袁 陈某 1993年 7 月出生袁
2011年的一天晚上袁陈某与 5名同伴驾
驶一辆黑色本田轿车袁在行驶至甲子镇
往大坡方向袁陈某一伙看到有一辆摩托
车在路上便起歹念遥 当时摩托车上载 3
人袁陈某向同伙提议对摩托车的人实施
抢劫袁在同伙表示同意遥 随后袁陈某驾车
超过摩托车袁 陈某一伙人手持砍刀尧拿
铁制扳手尧石头和木棍站成一排拦截受
害人的摩托车袁 最终将摩托车劫走袁并

将该车藏匿遥 经鉴定袁被抢摩托车价值
2484元遥 案发后袁犯罪嫌疑人亲属主动
将该车向公安机关上缴遥

秀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袁陈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袁伙同他人持械以暴
力相威胁的办法袁当场劫取被害人价值
2484元财物袁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遥 因
陈某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袁归案后如实
供述其罪行袁且被抢赃物已退还给被害
人袁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遥

开着轿车去抢摩托车，潜逃 6年终落网
躲不掉院被判有期徒刑 1年 6个月 罚 2000元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徐明锋 通讯员 李博 周业傅冤19 日
14时许袁 白马井站派出所依据可靠消
息袁成功抓获一名冒充野网警冶诈骗的犯
罪嫌疑人遥

今年 8月份袁 家住河南的李女士因
为贪图小额利益袁 在淘宝兼职刷单赚佣
金袁一开始淘宝刷单会给她返现和佣金遥
随后袁对方告诉李女士袁现在刷单规定刷

满多少单交易确认成功后才能结算袁尝
到甜头信以为真的李女士在随后的刷单
中先行垫付袁 在确认支付出去 1860元
后袁 对方仍以别的理由推托返现时间袁如
梦初醒的李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遥 随
后袁心急的李女士在网上搜索野网警冶电话
求助袁又听从该野网警冶电话指示袁一步步
去操作袁结果汇去 3110元后袁该野网警冶再
也联系不上了遥接连遭遇两场骗局的李女

士随即向河南省唐河县公安局报了案遥
19日 14时许袁白马井高铁站派出所

铁警依据可靠消息袁 待嫌疑人出现在白
马井高铁站立即将其抓获遥 目前袁白马井
站派出所已经犯罪嫌疑人已经移交立案
单位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遥 民警温
馨提醒院 市民正确报警途径是拨打 110
或者去就近派出所报警袁 切勿轻信网上
搜索的野网络警察冶信息遥

她淘宝刷单被骗，找“网警”求助结果更惨……
注意院刷单人在河南袁假扮网警的犯罪嫌疑人则在海南落网

路边捡到一把车钥匙 遥控找到小轿车，开走！
盗窃罪院临高男子被判 4年 7个月

海南消防260名新兵充实基层
将编入执勤备战队伍

海南通报并处罚 6家环评机构
存在环境保护目标遗漏尧噪声评价预测错误等诸多质量问题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
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段然 通讯员 左浩冤日
前袁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就我省 2016年以来在
环评文件审查 渊评估冤
中发现的部分环评机
构编制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质量较差的问题袁
通报并处罚了河北鑫
旺工程建设服务有限
公司等 6 家环评机构
及相关编制人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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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检察院远程提讯系统野首秀冶
提讯嫌疑人可“足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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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记
者 符雄助 通讯员 林小映冤 海口男子陈
某伙同 5人在海口市甲子镇附近作案袁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袁6年后陈某和同伙
纷纷落网遥商报记者 20日从海口市秀英
区人民法院获悉袁秀英法院以抢劫罪袁判
处陈某有期徒刑 1年 6个月袁 并处罚金
2000元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记
者 符雄助 通讯员 毛雨佳 蔡莉冤临高男
子李某无意间捡到一把车钥匙后起了贪
念院他使用车钥匙遥控装置袁找到停在路
边的一辆别克汽车并盗走遥记者 20日从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袁 李某因
盗窃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七个
月袁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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