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记者看到一份由锦
山镇盖章的关于拟撤销叶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曳 预先告知
书遥 告知书称袁由于韩富某坑
头韩村户口已于 2019年 8月
撤销袁户口已不在该村袁根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曳规定袁已不符合申请宅基
地的条件和核发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条件袁锦山镇拟撤销
发韩富某的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袁同时通知韩富某即日起
停止私宅项目建设袁并要求其
收到告知书 3 日内向镇政府
陈述和申辩遥落款日期是 2019
年 9月 27日遥

随后袁记者采访了锦山镇
副镇长黄学锋袁 他告诉记者袁
韩富某在锦山镇坑头韩村建
设的这栋房子袁 经村民举报
后袁 镇政府进行了调查核实袁
野最初的情况是袁 由于韩富某
有农村户口袁镇政府就给他办
理了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曳袁
后来我们了解到袁他在这个村

的户口 已经被撤销袁镇政府就
于 9月 27日给他下发了拟撤
销 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曳预
先告知书袁 并责令他停止建
设遥 也就是说袁根据目前的情
况袁韩富某现在已经不符合在
坑头韩村建房的资格遥 冶

黄学锋还告诉记者袁镇政
府将下发收回叶乡村建设规划
许可证曳的文件袁预计 10月 10
日可做出正式书面通知遥

野至于下一步如何处罚袁
是拆除还是没收袁还是补办手
续袁还要根据有关情况进一步
调查后作出决定袁并报文昌市
综合执法局进行处理遥 冶黄学
锋在电话里这样说遥

10 月 9 日下午 16 时许袁
黄学锋让镇政府一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袁收回叶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证曳的文件已草拟完
成袁内容主要是决定收回叶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曳袁 正走程
序遥 此事后续如何袁本报将继
续追踪报道遥

以黄某为首的贩毒团伙到案后袁专
案组立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突审袁 几名
犯罪嫌疑人百般抵赖袁互相推诿袁企图掩
盖犯罪事实遥
经过专案组民警的询问袁 几名嫌疑

人均患有严重的传染性疾病袁 并将身患
疾病作为自己违法犯罪的理由袁 以为公
安机关无法对患传染病的嫌疑人进行打
击处理袁 所以更加肆无忌惮的运输贩卖
毒品遥 黄某因其曾经被打击处理过袁对
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流程较为了解袁 拒不
交代犯罪事实袁审讯工作一度陷入僵局遥
面对狡猾难缠的贩毒嫌疑人袁 专案

组民警并没有轻言放弃袁 而是改变策
略袁通过前期大量调查掌握的铁证进行
政策攻心袁制定了新的审讯方案遥 经过
数个小时的不懈努力袁专案组民警终于
攻破了黄某等人的心理防线袁黄某如实
向警方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遥

据介绍袁黄某为了逃避打击袁有意
发展身边同样身患传染性疾病的人作
为自己的手下袁但是大量的事实铁证面
前袁一切看似天衣无缝的手段袁都显得
苍白无力遥
目前袁黄某等人因涉嫌运输贩卖毒

品被依法刑事拘留遥

狡猾！拿传染病当“挡箭牌”贩毒
海南这个野肺结核冶团伙覆灭 7名涉毒人员落网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
明锋 通讯员 贺世珩 摄影报道冤贩毒嫌疑人身
患传染性疾病却用来当野挡箭牌冶袁肆无忌惮每
周进货一次分销各地危害巨大遥 近日袁海南省
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渊筹备组冤澄迈支队联合
相关部门袁成功捣毁了一个长期在海口尧澄迈尧
万宁等地区组织大宗贩毒活动的团伙遥 此次行
动抓获涉毒人员 7名袁 缴获毒品海洛因 50.56
克袁扣押涉案车辆 2辆袁查获毒资 3744.5元袁有
效地打击了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袁斩断了
一条跨市县毒品运输贩卖网络遥

8月 10日晚袁专案组收到线索称袁
黄某已经从万宁赶往海口准备再进一
批货袁 此次购买毒品的种类可能是危
害性非常强的海洛因袁并且数量巨大袁
一旦交易成功后果不堪设想遥 专案组
立即采取措施袁一方面继续对黄某及手
下马仔的动向进行摸排袁另一方面联合
澄迈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警力进行抓捕
前准备遥

当晚 20时许袁 侦查人员发现黄某
已经购得毒品准备从海口回到万宁袁其
手下马仔也在万宁等待拿货分销袁专案

组迅速行动袁在海口尧万宁两地雷霆出
击袁实施抓捕遥 20时 40分袁抓捕组在海
口某高速路口拦截黄某乘坐的车辆袁当
场抓获涉嫌贩卖毒品嫌疑人 2人袁缴获
毒品海洛因疑似物 51.18克袁 并在万宁
先后抓获黄某手下马仔 5人遥

野我有传染病浴 你们不怕被传染就
尽管抓我浴 冶在抓捕黄某的过程中还发
生荒诞一幕袁民警控制住贩毒嫌疑人的
时候袁他嘴里大喊遥 专案组民警早就知
晓黄某患有肺结核袁所以在抓捕时采取
了保护措施袁并顺利将黄某等人带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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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符雄助冤近日袁诚通窑一城锦绣产
品发布会于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岛大酒
店召开遥发布会上袁海南寰岛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向大家传递了 野城
芯冶尧野五新冶的项目概念遥
在激昂的中国鼓声中发布会拉开

帷幕袁随后的机器人舞尧墨舞配合多轮
抽奖活动让气氛更加热烈遥发布会上袁
相关负责人从建筑空间到园区景观袁
从配套资源到社群共建袁 为来宾们勾
勒出一幅高品质的生活宏图袁 让来宾
们能真切感受到生活的幸福与美好遥
展现项目的产品实力以及诚通窑一城
锦绣深耕琼海的诚意和决心遥

一城锦绣深耕琼海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谢佳宁 摄影报道冤 10 月 9 日袁
三亚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袁 通报
一起散布谣言案件相关情况遥
近日袁一段野外地人三亚打架闹事

致多人死亡冶的文字在网络上传播袁经
三亚警方核实袁该网文属谣言遥 目前袁
三亚警方对散布谣言者林某健已依法
处以行政拘留 10日并处罚款 500元遥
据了解袁10月 7日 13时许袁三亚

市公安局发现一段 野外地人三亚打架
闹事致多人死亡冶 的文字在网络上传
播袁引起部分群众恐慌袁在社会上造成
恶劣影响遥
后经核实袁 三亚没有发生此类案

件袁该网文属谣言袁为天涯区男子林某
健散布遥 7日晚 21时许袁三亚警方在
海口将散布谣言男子林某健抓获遥 经
询问袁 林某健对其散布谣言的事实供
认不讳遥目前袁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依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曳有
关规定袁 对违法行为人林某健处行政
拘留 10日并处 500元罚款遥
三亚警方提醒袁 广大网民在网上

散布谣言或虚假信息袁 不管是原创还
是转发袁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袁
切勿随意在网上发布尧 传播未经证实
的信息内容遥

找关系迁户口盖房子 村民意见大
文昌八旬老人迁户口回农村盖房遭举报 村民院他想骗取土地补偿款浴

外地人在三亚
打架闹事
致多人死亡？
警方院造谣者已被抓浴

2018年 12月袁澄迈支队在侦办一起贩毒案件过
程中袁据嫌疑人交代一名绰号为野老黄冶渊以下简称黄
某冤的万宁籍男子频繁购买毒品至海口尧澄迈尧万宁等
地进行分销贩卖袁社会影响恶劣袁危害巨大遥
获悉这一情况后袁该支队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

联合专案组袁在海口尧澄迈尧万宁等地开展外线侦查
和案件侦办遥 经过走访调查袁专案组民警发现黄某是
一名有前科的无业游民袁平时不怎么出门袁每次去海
口都和家人说自己去治病袁 几年前沾染上了吸毒恶
习袁经济日渐拮据袁后频繁购买毒品至三地进行分销
贩卖袁以贩养吸袁几年前还染上了肺结核遥
随着侦查的深入袁以黄某为首的整个贩毒网络及

活动规律逐渐清晰袁一张堵源头尧断通道尧摧网络尧打
毒枭的法网悄然拉开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冤10月 9日袁 文昌市锦山镇坑头韩村村
民陈先生等人向国际旅游岛商报新闻热线反映
称袁文昌市冯坡镇居民韩富某近期通过关系袁私下
将户口迁到村里袁 并取得了锦山镇政府为其办理
的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曳 袁目的是为了在新户口
所在地建房骗取村里土地补偿款遥 这一问题被村
民发现举报后袁 文昌市公安局已经取消了其落户
资格袁但通过假材料袁锦山镇政府为其办理的叶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曳目前还没有取消袁违建还没有
拆除遥商报记者就村民反映的这一问题袁采访了锦
山镇政府黄副镇长袁他表示袁镇政府为韩富某办理
的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曳袁目前已经做出拟撤销
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曳预先告知书袁并进行了公
示袁预计 10月 10日可做出正式撤销通知书遥

80多岁老人将户口迁回农村建房
据文昌市锦山镇坑头韩村村民陈

先生等人介绍袁 文昌市冯坡镇居民韩
富某从小就在冯坡镇金坑村生活袁后
在冯坡镇上建了三层楼房长期居住袁
从没有在锦山镇坑头韩村生活过袁且
在坑头韩村无住房袁也未实际居住遥 根
据这一实际情况袁 锦山镇坑头韩村是
不可能安排宅基地的遥

野今年 5月份袁韩富某在没有任何
报建手续的情况下袁 擅自在锦山镇山
雅村委会坑头韩村违法建房子袁 被部
分村民举报后袁 文昌市综合执法局责
令其停止施工遥 这时袁韩富某为证明自
己在坑头韩村居住袁 找来村里多名村
民签名做虚假证明袁 后将户口迁移到
坑头韩村遥 村民发现这一问题后袁就向
文昌市公安局举报袁 很快文昌市公安
局依法将其落到坑头韩村的户口给予
注销遥 冶陈先生这样说遥
陈先生疑惑的是袁既然公安取消了

其落户到农村的资格袁那么袁锦山镇政
府违规为其办理的 叶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曳就应一同注销袁可到现在还没有
取消袁房子从开始建造到现在袁我们多
次举报但韩富某至今快将房子建好冶袁

村民对锦山镇政府的做法很有意见遥
另一村民称袁 海南省现在实行严

格的野一户一宅冶制度袁对农村建房有
严格的制度遥 韩富某今年已经 80多岁
了袁又是退休人员袁此时突然将户口迁
移到农村袁 目的就是为了在坑头韩村
建房骗取村里得土地补偿款袁 政府部
门理应给予严打袁 可锦山镇政府对此
采取的措施不给力遥

对于村民反映的这一问题袁 记者
给当事人韩富某打电话袁他不接袁发短
信袁他也不回袁后记者通过政府工作人
员通知其接电话袁 依旧是不接电话不
回短信遥

商报记者了解到袁 韩富某出生在
锦山镇坑头韩村袁 小时候搬到了冯坡
镇生活袁成年后当了老师袁一直到 2002
年退休遥 如今人老了袁想落叶归根回到
出生的地方来袁 于是便把户口申请迁
了回来遥 对于新建的房子袁韩富某此前
曾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袁 他现在盖的房
子旁边袁有一处已经坍塌的老房子袁现
在已经无法居住袁 所以最近一年来住
在同村的堂弟家里袁 并经常参加村里
的集体活动遥

已做出收回《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文件

村民举报 镇政府

以患病为由妄想逃避打击老奸巨猾

雷霆出击 贩毒团伙被一举拿下

贩毒嫌疑人竟是“肺结核”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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