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3

“我是慈善家，你们抓我做什么？”
福建一网逃海口落网 欲利用慈善家身份野瞒天过海冶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翁天杰冤3月 14
日上午袁 白沙县食药监局联合县教育
局组成检查组袁到白沙学校尧白沙农场
幼儿园和白沙中学开展校园及周边食
品安全专项检查遥 旨在进一步加强学
校和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袁
严防严管严控学校食品安全风险袁保
障校园餐饮食品安全遥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白沙农场幼儿

园公私物品混放和白沙学校索证索票
不齐全等问题袁 检查组当场下达了监
督意见书两份遥

针对陈先生因特殊情况驾车违
章的事实袁 记者联系并咨询了海口
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袁据其表示袁民
警不鼓励非特殊车辆 渊救护车尧警
车冤执行紧急任务袁但如果有特殊情
况袁驾驶人可申请行政复议遥 野由于

非特殊车辆执行紧急任务闯红灯易
引发交通事故袁 所以广大市民车主
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袁 首选呼叫 120
救护或寻求警方帮助袁 次选采取其
他紧急措施送医袁但不鼓励闯红灯遥
若属特殊情况袁 驾驶人可申请行政

复议袁带齐相关资料袁经交警部门核
查属实后袁再进行下一步工作遥 冶该
负责人说遥
据悉袁经医生检查袁男童发病是

由于发烧引起的遥目前袁该男童得到
及时救治袁病情已无大碍遥

2月 20日 11时许袁 有群众向琼
中县森林公安局举报袁称琼中县湾岭
镇高坡村委会内村园村附近有很多
的马占相思树枯死袁疑是被环剥树皮
至死遥 接警后袁琼中县森林公安局领
导带领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赶往现场袁
对现场进行初步勘验发现袁有被人为
环剥马占相思树皮的痕迹和伐桩以
及 4株按树伐桩遗留在现场袁并且现
场内已种植益智遥
后经琼中县森林公安局调查袁犯

罪嫌疑人王某梅拿着砍刀袁到该地先
是用砍刀环剥地里较大的马占相思
树皮袁小的直接砍倒遥目前袁犯罪嫌疑
人王某梅已被取保候审遥

1月 21日 10时许袁 有群众向琼
中县森林公安局举报袁称有人在乌石
农场一区一队附近砍伐林木袁 接警
后袁该局带班领导吴钟好局长带领刑

事侦查大队民警赶往现场初步勘验
发现袁 被砍伐的是马占相思树和桉
树袁现场还遗留有伐桩尧树枝和树梢遥
办案民警通过走访周边群众袁向群众
们了解和排查有关线索袁并宣传有关
法律和希望当事人可以主动投案袁通
过不懈努力袁 掌握了有效线索后袁向
省森林公安局申请鉴定人员对现场
进行鉴定遥

3月 14日 8时袁犯罪嫌疑人李某
伟主动到琼中县森林公安局投案自
首袁称乌石农场一区一队的林木是自
己用工具砍伐的袁被砍伐林木的地是
和乌石农场承包的林地(有提供承包
合同)袁 吴钟好局长和民警一同对李
某伟做完笔录袁随后带李某伟到现场
进行指认袁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固定证
据袁民警对现场进行录视频遥目前袁李
某伟已被刑拘遥

当日 18时许袁海口东车站派
出所接到线报称袁 阳江海关缉私
分局网上通缉的在逃人员蔡某仁
在海口东站附近一酒店内入住遥
接报后袁 所领导立即组织精干力
量前往该酒店布控袁 顺利将蔡某
仁抓获遥 野我是个慈善家袁你们抓
我做什么钥 冶被抓时袁蔡某仁试图
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袁 一脸无辜
地跟民警说遥

民警告诉记者袁经查袁蔡某仁袁
现年 56岁袁福建省石狮市人袁原本
是一个经营海鲜生意的普通商人遥
2018年 7月至 12月袁 蔡某仁在罗
某尧黄某福的组织下袁多次参与走
私袁 利用渔船前往川岛对开公海袁
从野大巴冶油船接驳走私成品油袁运
回阳江北津及闸坡海面袁过驳给改
装沙船尧渔船等袁再运到北津内河尧
阳西程村内河的非设关码头走私

上岸袁 以此方式走私成品油 10000
余吨袁涉嫌偷逃税款约 2000万元遥
拿着走私谋取的钱财袁蔡某仁投身
社会慈善事业袁并在一慈善机构担
任要职遥本以为能够以慈善家的身
份瞒天过海袁却被海关部门识破遥

3月 17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了解到袁 海口东车站派出所
已依法将蔡某仁移交给阳江海关
缉私分局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遥

琼中 2人破坏马占相思树和桉树
环剥树皮至死和用工具砍伐 1人被取保候审袁1人被刑拘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冤3月 14日 22时袁 海口
铁路公安处儋州车站派出所民警在
海南环岛高铁美兰站袁通过分析研判
抓获网络逃犯徐某袁徐某当场对违法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当民警在美兰站出口处蹲守时袁
发现徐某在出站的人群中袁欲伸手夹
别人的手机袁 这时民警立即扑上去袁
抓住了徐某遥

野还想着发点儿小财呢袁只想能
偶尔吸两口袁现在还欠了债袁能不能
放了我钥 冶徐某说遥

经讯问袁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2月袁 因吸毒成瘾的犯罪嫌疑人徐某
在山西省太原市公交车和火车站区
域多次盗窃乘客财物袁于今年 3月初
来海南旅游遥

3月 15日袁 商报记者了解到袁案
件审理已移交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
直属第二分局刑侦大队遥

男子吸毒成瘾
欠债沦为惯偷
一网逃海口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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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陌生夫妻招手拦车院野师傅袁我家孩子口吐白沫袁帮忙送医院噎噎冶

司机海口街头驾车狂奔连闯红灯
及时救治男童脱险 海口交警院属特殊情况袁车辆违章可申请行政复议

3月 16日 19时许袁海口市金垦
路康年皇冠酒店附近的路边袁 车来
车往袁一对中年夫妇抱着孩子袁心急
如焚地盼着有辆出租车停下遥然而袁
丈夫不停地站在路边挥手袁 却因出

租车满员没有一辆停车遥这时袁海口
市民陈先生开车正好路过袁见状袁陈
先生二话不说袁 就把车停在这对中
年父母的面前遥

野师傅袁我家孩子口吐白沫袁麻

烦你帮帮忙将我们送到附近医院遥 冶
听了夫妻俩的话袁 陈先生立即让他
们上车袁一路上安慰他们袁并告知抱
孩子的正确方式遥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随后采访
了帮忙的陈先生遥陈先生说袁由于情
况紧急袁他一路狂奔袁打双闪袁摁喇
叭袁从金垦路到南沙路尧又从海德路
到龙昆南路省妇幼保健院袁 不知道
闯了几个红灯遥 平常从康年皇冠到
省妇幼保健院需要二十至三十分
钟袁陈先生当时不到 10分钟就将车
开到医院遥

在车上袁 陈先生在与这对夫妻
沟通的同时袁 心中在想袁野我早一分
钟将孩子送到医院袁 孩子就能多一
分钟活的希望遥 冶陈先生将车直接开

到省妇幼保健院门前袁 由自己的女
儿在车上看车袁 自己下车一起挂
号袁 看到夫妻俩将病重的儿子安
顿好袁陈先生深吸了一口气袁心中
默想袁野希望我争取的时间袁能给孩
子换来更大希望遥 冶随后陈先生开车
离开医院遥
陈先生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

说袁他开车已有十多个年头袁十多
年时间里袁从未接触过这么紧迫的
事袁 也从未这么违反过交通规则遥
野为了救孩子袁如果吊销驾照袁凭着
我 10年老司机的驾驶经验袁 再考

也没问题遥 我做了这件事袁并不是
求夸奖袁也不是想被表扬 袁更没有
后悔过袁即使今后再遇到这样的事
情袁我还是会选择救人的遥 冶

3月 17日上午袁 记者联系到了
被救男童的父亲袁 巧的是袁 他也姓
陈袁据其说袁当晚他到康年皇冠酒店
参加朋友的婚礼袁 刚来到酒店门口
附近袁结果儿子突然犯病袁在朋友来
不及取车接送的情况下袁 恰好被这
位好心的陈先生看到 袁于是袁便发生
了上述感人的一幕遥

一路狂奔闯红灯为救男童

男童口吐白沫急坏父母

属特殊情况，司机可申请行政复议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通讯
员 陈慧冤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袁琼中县两农民采取环剥
树皮至死和用工具砍伐的方式袁 导致马占相思树和桉树
死亡袁目前一人被取保候审袁另一人被刑拘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3月 16日袁海口铁路公安处海口东车站派出所根据线
报袁在海口东站附近一酒店内袁将涉嫌走私成品油的网上在逃人员蔡某仁抓获遥

开展学校食堂
专项检查工作

白沙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李兴民 柯育超 摄
影报道冤3月 16日 19
时许袁一对中年父母
抱着重病的孩子站
在海口市金垦路康
年皇冠酒店附近的
路边袁在朋友来不及
取车接送的情况下袁
他们心急如焚袁心中
只有一个请求袁那就
是野快冶遥 如果你是一
位司机 袁 会如何做
呢钥 海口市民陈先生
就遇到了这样的事遥
他为重病男童赢得
宝贵的抢救时间袁一
路狂奔袁 闯红灯袁不
到 10分钟袁就把孩子
送到海口市龙昆南
省妇幼保健院袁为抢
救男童赢得了宝贵
的时间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