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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天追踪报道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三亚市委做出决定：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随着隆隆的
挖掘抓机声中袁 一处处违章建筑被
推倒袁海口市琼山区打响了野两违冶
整治攻坚克难月集中整治第一炮遥 7
月 12日袁琼山区 6个镇渊街冤根据区
野两违冶指挥部的统一部署袁主动作
为袁 持续攻坚袁 集中拆除违法建筑
28宗袁拆除总面积 12613.7平方米遥

2016年 7月 20日袁云某与海口某
公司签订协议袁挂靠在该公司袁并以该
公司名义承包重庆某集团海南分公司
渊以下简称海南分公司冤在儋州市白马
井镇某项目的室内装修工程遥 后由刘
某代海口某公司与海南分公司签订
叶儋州某项目室内精装修泥瓦工劳务
承包合同曳袁承包该项目室内精装修工
程中的泥瓦工劳务工程袁 合同暂定总
价 78万元袁实际承包人为云某袁由其
负责施工过程中的安全尧质量尧工程款
结算和支付工人工资等遥

2016年 7月开始袁云某招聘曾某尧
赵某尧 张某等工人进场施工遥 9月 30
日袁该工程完工后袁海南分公司已于 10
月 11日向云某支付工程款共计 57万
元袁后因工程质量和工期延误问题袁海

南分公司尚未与云某结算尾款遥 同年
11月 30日尧12月 12日袁曾某等人先后
2次到儋州市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云某
拖欠 12名工人的工资共计 129096元遥

2016年 6月至 2017年 6月期间袁
云某所持有尧 使用的 2个银行账户交
易明细显示有多笔资金入账袁 共计 76
万余元遥 曾某等人讨薪期间袁云某采取
不接听工人电话尧推诿尧逃避等方式拒
不发放工资遥 2017年 4月袁公安机关决
定立案侦查袁 两次发送限期到案配合
调查信息后袁云某依然置若罔闻袁逾期
未到案配合调查遥 2017年 9月 2日袁云
某在动车上被派出所民警抓获遥

一审法院认为袁 被告人云某行为
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袁 遂作出
上述判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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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办案民警介绍袁半个月前袁
分局接到群众举报袁 称金盘辖区
活跃着一群屯昌口音的以汽车剐
蹭碰瓷袁针对酒驾尧无证驾驶等驾
驶员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遥
接报后袁 治安大队组织力量研判
分析嫌疑人的活动轨迹和落脚
点袁 经过十多天的蹲点守候和跟
踪调查袁 初步掌握了该团伙的成
员组成和作案手段及活动规律遥

7月 10日晚 10点袁 该团伙
成员在金盘大道海马厂宿舍再次
野碰瓷冶敲诈受害者袁双方钱款交
接之际袁 被守候多时的民警成功
抓获遥
据了解袁该团伙有两辆小车遥

嫌疑人先是在金盘夜市附近烧
烤尧宵夜摊点寻找喝酒人员袁见他
们驾车离开时袁 该团伙分别驾驶

两辆小车上前遥 其中一辆从受害
人车辆左侧行驶袁 另一辆在右后
方遥左侧作案车伺机突然加速袁并
打右转向袁 受害人车辆往往会下
意识地刹车袁并向右打方向避让袁
这时袁 右后方的作案车辆紧跟上
前袁与受害车辆发生剐蹭遥

事发后袁由于受害人酒驾袁往
往会同意与他们野私了冶遥
目前袁 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遥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袁 要想不

被敲诈袁广大驾驶员不要酒驾尧无
证驾驶等袁 遇到交通事故主动报
警处理袁 才不会给犯罪分子可乘
之机遥

如果有市民在金盘被他们
野碰瓷冶敲诈的经历袁请及时向警
方报案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谢佳宁 冤 7 月 10
日要12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尧椰
网尧 海拔 APP和商报微信公号袁
连续刊发和播发了叶三亚市安监
支队长违停袁自称认识区长叫板
执法队员曳和叶三亚野叫板执法人
员冶 安监支队长通过椰网/海拔
向社会公众道歉曳 的报道和视
频袁引起了海南社会各界的强烈
关注遥 也得到了三亚市委的重
视袁三亚市纪委已介入调查遥

7月 12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
报记者从三亚市委获悉袁 近日袁
三亚市安全生产稽查支队支队
长张世宏不服城管执法人员违
停处理当街争吵一事袁造成社会
不良影响遥 目前袁张世宏已被三
亚市委停职袁三亚市纪委已介入
调查袁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
会公布遥

三亚“叫板执法人员”安监支队长

张世宏被停职接受调查
三亚纪委介入调查 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碰瓷”团伙出没
专挑酒驾司机下手
海口警方蹲点守候 抓获 4名嫌犯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张萌 摄影报道冤 7 月 10 日 22
时袁 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在海口
金盘海马厂附近打掉一个在以汽车剐
蹭为由进行敲诈勒索的野碰瓷冶团伙袁
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曼尧 符某尧 王某
超尧兰某宛等 4人袁均为海南屯昌人袁
并缴获作案车辆 2辆遥

恶意拖欠工资近 13万元
野老赖冶承包商被判刑罚款

消防揪出“潜伏”火患
海口 3家火灾隐患单位被立案查处

据了解袁立案查处的 3家单
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火灾隐
患遥 其中袁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
63号的海南绿佳源商务酒店有
限公司存在 2层茶艺馆安全出
口数量不足尧2层中部防烟楼梯
间未设置前室等火灾隐患袁被
责令于 8月 30日前整改遥 位于
龙华区龙昆南路与南沙路交会
处凯盛广场第一层 A 区 07 号
的海口龙华九十堂餐吧存在安
全出口设置数量不足等重大火
灾隐患遥 位于秀英区书场村 85
号的星光幼儿园仅设有灭火
器袁 存在每层只设置一部疏散
楼梯尧 未按规定设置疏散指示

标志和应急照明等火灾隐患遥
这些野潜伏冶着的火患袁如不整治
一旦发生火灾袁后果不堪设想遥

为了有效净化消防安全环
境袁今年以来袁海口市消防支队
深入开展重大火灾隐患集中整
治行动袁对商场尧市场和重点单
位及人员密集等场所袁开展了地
毯式排查遥

据统计袁 截至 7 月 12日袁
今年海口市消防支队共检查社
会单位 9019家袁督促整改火灾
隐患 11917 处袁 临时查封 110
家单位袁 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
工 73家袁共立案重大火灾隐患
单位 5家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通讯
员 符永欢 何宏国冤 为推进重大火灾隐患整改袁7月 12
日袁商报记者从海口市消防支队了解到袁海口市消防支
队日前依法对海南绿佳源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尧海口龙华
九十堂餐吧尧海口市秀英区星光幼儿园等 3家存在重大
火灾隐患的单位进行了立案查处袁并实行挂牌督办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 通讯员 罗凤
灵 蔡汝乐冤海口男子云某是一名建筑装修工程承包商袁在儋州
市承包一项目的室内装修工程袁该工程完工后袁恶意拖欠 12名
工人劳动报酬近 13万元遥 一审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袁判
处云某有期徒刑 1年 4个月袁并处罚金 1万元遥 云某上诉后袁海
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近日裁定驳回上诉袁维持原判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郭尚冤 为谋取个人利益袁海
口男子陈某等人蹲守在海口某小区
门口袁 以威胁手段强迫业主在其处
购买装修材料遥近日袁海口市美兰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袁 以强迫交
易罪对陈某尧 林某伟等四人分别判
处一年六个月至一年四个月不等刑
期袁并处罚金遥

经审理查明袁2017 年 2 月下
旬袁陈某发现海口市美兰区白驹大
道某小区有许多业主开始装修袁便
在该小区门口销售装修材料袁并纠
集指使林某伟尧王某尧陈某某等人

在小区门口对进入某小区的运输
装修材料的车辆进行阻拦尧 威胁袁
并扬言要殴打装修工人袁砸毁车辆
等袁迫使该小区多个业主向其购买
装修材料遥

法院经审理认为袁 陈某尧 林某
伟尧王某尧陈某某以威胁手段强卖商
品袁情节严重袁其行为均已构成强迫
交易罪遥据此袁法院依法判决陈某犯
强迫交易罪袁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袁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元袁林
某伟尧王某尧陈某某犯强迫交易罪袁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袁 并处罚
金人民币 8000元遥

堵门耍横 威胁业主 强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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