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了解到袁 定安县公安局
于 2016年 10月 17日作出叶吸毒
成瘾严重认定书曳袁认定陈某吸毒
成瘾严重袁 便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十五日遥 陈某在强制隔离戒毒所
被行政拘留遥同年 10月 28日袁陈
某因咳嗽被县强制隔离戒毒所民
警送往定安县人民医院就医袁医
院建议陈某住院观察治疗袁 但工
作人员拒绝接受陈某住院治疗袁
要求门诊治疗遥 11月 1日陈某因
发烧尧食欲不振袁该县强制隔离戒
毒所民警再次带陈某前往定安县
人民医院救治袁 在陈某接受打针
治疗过后将其带回戒毒所继续执
行行政拘留遥 10月 28日尧11月 1

日被上诉人两次将陈某送医就诊
时袁均未告知陈某家属遥11月 2日
16时袁陈某因发烧出所袁定安县强
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将其送往定安
县人民医院救治遥 11月 2日陈某
入院袁病情为畏寒尧发热 3天遥 同
日袁 该县公安局决定对陈某采取
取保候审遥11月 4日袁该县人民医
院建议陈某转上级医院治疗袁但
家属出于病情过重及经济原因未
同意转院遥11月 6日袁陈某经定安
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遥 陈某
的父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同
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请求遥

海南一中院审理认为袁 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袁 强制隔离戒毒所

实行医护人员二十四小时值班和
定时查房制度遥 戒毒人员患严重
疾病袁 不出所治疗可能危及生命
的袁 经强制隔离戒毒所主管公安
机关批准袁 报强制隔离戒毒决定
机关备案袁 强制隔离戒毒所可以
允许其所外就医遥 对于健康状况
不再适宜回所执行强制隔离戒毒
的袁 应当向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
关提出变更为社区戒毒的建议遥

海南一中院综合陈某自身情
况及某县公安局在监管行为中的
过错程度袁作出前述判决袁限定安
县公安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陈某父母支付死亡赔偿
金尧丧葬费共计 164922元遥

据了解袁6 月 10日 21 时许袁吉祥
航空三亚至虹桥的 HO1128航班开始
登机后袁 两名头等舱旅客向机组人员
举报袁 称在三亚机场头等舱休息室候
机时听闻旁边的同航班旅客扬言要
野炸机场冶袁 机组人员接到举报后立即
通知三亚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袁 运行指
挥中心立即启动相关安保预案袁 机场
公安人员将涉事旅客带走进行调查袁
三亚机场安排其余旅客及行李重新过
检袁 经仔细排查并未发现有任何可疑
物品或爆炸物遥
经机场公安调查袁野炸机场冶 源于

乘机的夫妻二人吵架脱口而出的一句
气话袁 可这句不当的气话却带来严重
的后果袁 目前涉事旅客已被公安机关

处以行政拘留 7日的处罚遥
三亚机场提醒广大旅客院 因自身

不当言语扰乱公共秩序不仅会严重影
响同机旅客的行程袁 同时严重干扰到
出发地机场正常的运营秩序袁 造成恶
劣影响袁应承担应有的法律后果遥根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等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袁 对于扰乱公共汽
车尧电车尧火车尧船舶尧航空器或者其他
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袁 要被处警
告或 200元以下罚款曰 情节较重的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袁 可以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遥 请广大旅客自觉遵守
民航法规袁切莫以身试法袁文明乘机袁
利人利己遥

犯罪嫌疑人王忠金袁男袁汉族袁1956
年 8月出生袁 琼海嘉积人袁 高中文化程
度袁 身份证号码院460023195608060013袁
户籍地址院 琼海市嘉积镇南门路 46-4
号遥 王忠金在任职中国建设银行琼海市
支行元亨储蓄所副所长期间袁 挪用公款
后于 1995年 8月潜逃至今遥
犯罪嫌疑人吴林洪袁 曾用名院 吴正

光袁男袁汉族袁1974年 10月出生袁琼海大
路人袁 初中文化程度袁 身份证号码院
460023197410010052袁户籍地址院琼海市
嘉积镇兴海北路 2-9号遥 吴林洪在任职
琼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大路信用
社新村分社会计期间袁 利用职务之便侵
吞储户存款后于 2001 年 12 月潜逃至
今遥

犯罪嫌疑人曾德兴袁男袁汉族袁1952
年 9月出生袁 琼海塔洋人袁 高中文化程
度袁 身份证号码院460023195209080017袁
户籍地址院 琼海市嘉积镇文明街西五巷
10号遥 曾德兴在任职琼海市社会保障服
务中心出纳期间袁 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
款后于 1999年 4月潜逃至今遥

希望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袁动员尧
规劝在逃人员投案自首遥 凡提供上述犯
罪嫌疑人居住地等重要信息并协助抓获
1人或者直接抓获 1人的袁 奖励人民币
10万元袁并为其严格保密遥 凡窝藏尧包庇
在逃人员的袁 一经查实一律追究其刑事
责任遥 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依法从严惩
处遥 同时袁琼海市监察委员会尧琼海市公
安局敦促在逃人员袁尽早主动投案自首袁
争取从宽处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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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院 6月 16日 渊星期日冤 上午 9院30-12院00
主 讲 人院东艳渊中国社科院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尧研

究员尧博士生导师遥 冤
讲座主题院海南自贸区外资准入管理制度创新研

究与思考

讲座地点院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院0898-65202275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渊不需要凭票入场冤

海南特色 世界眼光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海南自贸大讲坛讲座预告
2019年第 9讲渊总第 380讲冤

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尧侵吞存款潜逃 琼海悬赏追逃

见到这 3人马上举报 奖励 10万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春棠冤 6月 12日袁琼海市监察委员会尧琼海

市公安局向全社会发布悬赏追逃 3名在逃人员通告遥 凡提供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等重要
信息并协助抓获 1人或者直接抓获 1人的袁奖励人民币 10万元袁并为其严格保密遥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夫妻吵架说要“炸机场”
一句气话被拘留 7日

拒绝戒毒人员住院治疗导致死亡
定安县公安局被判赔偿 16万余元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 通讯员 冯
花 马润娇冤定安男子陈某是个瘾君子袁定安县公安局对陈某
作出叶吸毒成瘾严重认定书曳袁陈某在强制隔离戒毒过程中出
现身体不适袁并在定安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遥 医院建议给予
陈某住院观察治疗袁但定安县公安局未采纳袁最终陈某在强
制隔离戒毒过程中死亡 袁 近日袁 海南一中院当庭作出终审
判决袁 限定安县公安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向陈某父
母支付死亡赔偿金尧丧葬费共计 164922元遥

联系地点院 琼海市兴海北路
琼海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 8
楼琼海市纪委监委
举报电话院0898-62931239
联 系 人院
林 主 任渊13337636751冤
林 警 官渊18907639052冤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
海拔手机端记者 谢佳宁
通讯员 陈璐冤近日袁在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 渊以下简称
野三亚机场冶冤袁 机组人员接
到三亚至虹桥航班旅客举
报称袁听闻旁边同航班旅客
扬言要野炸机场冶遥机场立即
启动相关安保预案袁同时安
排其余旅客及行李重新过
检袁未发现有任何可疑物品
或爆炸物遥 6月 11袁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从该机场获
悉袁野炸机场冶源于乘机的夫
妻二人吵架脱口而出的一
句气话袁目前涉事旅客已被
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 7
日的处罚遥

野每当 11点准备要入
睡时袁 总是听到窗外传来
摩托车发动机的噪音遥 冶6
月 9日晚袁 来自万宁市万
城镇的市民吴女士说道袁
近段时间来袁 总能在晚上
11时至凌晨 2时听到摩托
车发动机发出的巨大噪音袁
还时常看见有不少年轻人
在街面上飙车遥根据万宁市
万城城区近日出现无牌无
证非法改装大排量爆管车
上路飙车情况出现反弹袁万
宁警方坚决打击非法改装
大排量车扰民行为遥

6月 9日晚袁 万宁市
公安局便衣大队迅速行
动袁组织 20余名警力分为
城西尧城北尧城南三个组袁
通过设卡盘查尧秘密跟踪袁
依法查处非法改装大排量
爆管车上路行为遥 当晚 11

时 45分许袁 便衣大队的队
员在万宁市人民公园附近
路段巡逻时发现 4辆非法
改装爆管摩托车正在街面
上飙车袁 这 4 车摩托车行
驶过程中直闯红灯一路狂
窜袁 队员们立即秘密跟了
上去袁最终在万城镇老车站
红绿灯处将这 4辆摩托车
截获袁并将 4名违法嫌疑人
连人带车移交万宁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处理遥

截止至 6 月 10 日袁万
宁市便衣大队共查扣无牌
无证非法改装大排量爆管
摩托车尧 电动车 31辆袁抓
获违法嫌疑人 31名遥 经万
宁市交警部门和辖区派出
所审查袁 此次行动依法行
政拘留 12 人袁 其余 19 人
因属未成年人故进行警告
教育遥

万宁警方重拳打击非法改装大排量摩托车扰民行为

一天查扣无牌无证非法改装车 31辆
抓获违法嫌疑人 31名 行政拘留 12人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春棠 通讯
员 王雷 摄影报道冤
6月 9日晚袁万宁市

公安局迅速行动袁 查获一批非
法改装大排量爆管摩托车尧电
动车袁行政拘留 12人遥

犯罪嫌疑人院王忠金
男袁汉族袁1956年 8月出生

犯罪嫌疑人院吴林洪
曾用名院吴正光
男袁汉族袁1974年 10月出生

犯罪嫌疑人院曾德兴
男袁汉族袁1952年 9月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