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4日凌晨 3时 30分许袁万
宁市公安局巡警防暴警兴隆中队
便衣巡逻组在兴隆巡逻时发现 4
个人驾乘一辆摩托车袁他们拿着砍
刀遥 便衣队员上前进行围捕时袁其
中 1名嫌疑人用枪指着队员袁随即
4人弃车逃跑遥 经过队员们 1个多
小时的搜捕袁在长丰镇东和居委会
农八队清水村路口处将嫌疑人郭
某裕抓获袁缴获射击枪 1支尧砍刀
1把袁其他 3名嫌疑人脱逃遥 经万
宁警方敦促动员袁至 7月 6日另外
3名嫌疑人王某正尧李某峰尧李某
祥相继到派出所投案自首袁并被刑
事拘留遥

据嫌疑人郭某裕尧 王某正尧李
某峰尧李某祥交代袁7月 4日凌晨袁
嫌疑人李某峰渊外号野中风冶冤称其
老板出事袁纠集郭某裕尧王某正尧李
某祥等 3人持 1 支射钉枪和 1把
长砍刀到长丰镇东和居委会农八

队清水村路口处袁等待李某峰的老
板电话通知后去打架遥幸好便衣队
员及时发现抓捕袁才避免一起伤害
案件的发生遥
经万宁警方进一步侦查袁李某

峰所称的老板叫黎某斌渊绰号野炒
冰冶袁男袁17 岁冤袁万宁市长丰镇山
架村委会椰子园村人遥为尽快将黎
某斌抓捕归案袁万宁市公安局综合
运用多种手段袁查清黎某斌的活动
轨迹遥 7月 10日 15时 30分许袁东
和派出所民警在市局技网大队的
支持配合下袁在礼纪镇某水吧将犯
罪嫌疑人黎某斌抓获遥

目前袁嫌疑人黎某斌已被刑事
拘留遥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遥

万宁市公安局正加大涉案枪
支来源袁同时加大缉枪治爆专项整
治力度袁依法查处非法制贩尧持有
枪支等危险物品行为袁从源头上预
防和减少涉枪涉爆案件的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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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这个便民疏导点“变味”了
美兰城管局提醒院市民不要再接手这里的商铺袁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该疏导点为何迟迟未拆钥对此袁
美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许副局
长进行了回应遥
许副局长介绍袁 该处便民疏导

点袁占道经营是违法行为袁且当初为
低收入者提供的疏导点现在已经变
成经营的商铺袁 城管部门已经和承

租户介绍拆除情况袁 但因一些租户
再次转手使问题复杂化遥

目前鉴于该疏导点违法问题袁
城管部门将根据海口市政府相关部
门的决定袁 对该处便民疏导点组织
拆除袁到时恢复此处规划的绿化带遥
同时袁他提醒广大市民袁继续经

营甚至转租该疏导点的行为袁 已违
背了主管部门取缔该疏导点的行政
决定袁主管部门对此不予认可遥为避
免政府相关部门拆除该疏导点给承
租人造成损失袁 请社会公众知悉该
疏导点取缔的情况袁 避免因不知情
而承租袁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遥

吴女士的母亲摔伤后袁 商报记
者就此进行了采访遥 居住在和平南
路延长线的市民介绍袁多年前袁道路
两侧的绿化带被改造成便民疏导
点遥一开始为家庭困难群体所设袁但
现在却成为一些经营生意的商铺袁
有的经营尧有的停业关门袁与城市中
心的形象有所不符遥

野这里的便民疏导点占道经营已
经超期袁 并多次被政府部门要求拆
除袁但有的铺面停业了袁有的却还在
经营袁严重影响城市中心形象遥 冶一
居民这样对商报记者说遥

11日上午袁 商报记者走访现场
看到袁 这些所谓的便民疏导点确如
市民所反映袁 已经成为一个个经营

生意的商铺袁有房产中介尧烟酒行尧
餐饮店等等遥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个铺面的经
营者袁他们介绍袁有的铺面直接从当
初建设疏导点的公司租用袁 有的则
是从二手租户手中租用袁 每个商铺
的租金已经上涨到每个月 3000-
3300元不等遥

在疏导点的一侧袁 商报记者看
到美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现场
张贴的拆除公告袁 有一则公告落款
时间为 2018年 8月 17日遥
上面写着院依据海口市市政市容

委员会文件通知袁 便民疏导点已被
取缔遥为此袁美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已于 2015年 12 月 13 日作出
叶通告曳袁要求各承租户在 2015年 12
月 20日内自行搬离物品并撤离所
有人员袁 由设置该疏导点的海口市
文林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拆除该
疏导点遥

在另一侧袁 商报记者还看到落
款日期为 2019年 1月 14日袁 海口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撤销南亚广
场便民疏导点的函文袁在其上面袁记
者清楚地看到袁根据叶海口市便民疏
导点评估报告曳及海口市野双创冶工
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纪要袁 海口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专题协调会议纪要
的要求袁 对南亚广场便民疏导点予
以撤销遥

既然市区城管部门已经发出拆
除公告袁 为何疏导点设置方公司至
今未拆除钥

记者现场向商铺经营者提出寻
找建设便民疏导点的公司相关负责
人采访袁 但租户们均表示不愿意提
供袁仅有个别租户提供了收取水电费
的物业管理方一男子的电话遥当记者
电话联系到收物业水电的男子后袁得
知记者要采访疏导点的建设方袁该男
子很警惕地便立即挂掉电话遥
随后袁 记者又根据美兰城管局

的意见袁 联系了与该公司工作有来
往的海府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袁 但对
方表示也没有设置疏导点公司的联
系方式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冤 7月 11日袁家住海口市
南亚广场的吴女士向国际旅游岛商报新闻热线反映袁她 7月 9日 21时许袁陪母亲到
和平南延长线散步袁不慎母亲走到和平南延长线便民疏导点下台阶时袁由于灯光
暗袁结果被地上随处丢的香蕉皮给滑到在地遥 就该处便民疏导点存在的问
题袁美兰区城管局许副局长在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说袁此处便民疏
导点的性质已经变味袁 因租户转手另租后使拆除问题变得
复杂袁 接下来他们将根据海口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意
见组织拆除后袁 恢复此处规划的绿化带袁同
时袁提醒市民不要再继续经营和接手这
里的铺面袁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遥

叶万宁兴隆野7窑4冶非法持有枪支案曳后续

老板被抓！5名嫌犯全部落网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春棠 通讯员 王雷 周锦畅 摄影报道冤 7月

10日袁万宁市公安局东和派出所在市公安局技网大队的支持配合下袁将兴隆野7窑4冶涉枪案
件 1名在逃人员抓获归案遥 至此袁兴隆野7窑4冶涉枪案 5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通讯员
穆泉龙 李忠辉冤 7月 11日袁 海南
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渊筹备组冤
洋浦支队新英湾派出所对辖区开
展日常治安检查时袁 发现辖区鑫
某旅馆未按规定登记住宿人员信
息袁 派出所随即对旅馆店主郏某
做出治安罚款处罚决定遥

昨日袁 新英湾派出所按照日
常执法勤务计划袁 对所辖行业场
所开展防火尧 防盗以及人员身份
信息登记情况不定期检查袁 民警

开展工作时发现某小区内鑫某旅
馆未登记住宿旅客身份信息遥

据了解袁 吴某入住鑫某旅店
时袁旅店老板郏某认为袁住客吴某
只是在其旅店住宿一天袁不登记住
客身份信息也应该不会被公安机
关发现袁 随即就办理了吴某的入
住遥 却正好被民警检查发现了袁郏
某对自己心存侥幸不按规定登记
住宿人员信息后悔不已遥

根据郏某的违法行为袁 派出
所依据叶治安管理处罚法曳第五十
六条对其处以 500元处罚遥

洋浦一旅馆心存侥幸
不登记旅客住宿信息被罚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实习记者 吴荟 通讯员 邓红
壮冤 6月 5日要7月 9日袁 海口海
关通过垃圾焚烧发电方式分批次
对走私冻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
置袁共销毁走私冻牛肉尧冻牛杂尧
冻羊肚等 377.58吨遥

据了解袁在海口市环境卫生

管理局的支持下袁海口海关与中
电国际新能源海南有限公司合
作袁 将走私冻品作为生物质燃
料袁采取绿色尧环保的方式对其
进行无害化销毁和能源再生利
用袁焚烧销毁走私冻品后将作为
相应热能转化为电能使用袁变废
为野宝冶遥

海口海关销毁
377.58吨走私冻品

便民疏导点占道经营多年影响市容却未拆除市民反映

走访现场 商家讳莫如深设置疏导点公司“隐身”

拆除后将恢复为规划绿化带城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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