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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成功打掉新村码头一个犯罪团伙

海南警方喊你来检举揭发“渔霸”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柯育超冤 10月 30日袁海南警
方发布检举通告袁希望广大群众积极
检举揭发梁益庭犯罪团伙的违法犯
罪线索遥

据通告称袁近期袁陵水警方重拳
出击袁成功打掉一个在新村码头充当
野渔霸冶的犯罪团伙遥 经查袁该犯罪团
伙长期在陵水县新村镇新村码头一
带充当野渔霸冶袁以威胁吓唬手段达到
盈利目的袁严重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和
经济秩序袁侵害百姓切身利益遥
为进一步侦查该团伙的余罪袁扩

大战果袁 警方号召广大群众打消顾

虑袁 积极配合警方同违法犯罪作斗
争袁检举揭发关于梁益庭犯罪团伙的
违法犯罪线索遥

公安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
保密曰 凡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袁
将依法从严尧从重惩处曰对于包庇团
伙成员袁为其逃避打击提供便利条件
的袁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遥 同时袁公安
机关敦促曾参与该犯罪组织的其他
成员袁认清形势袁放弃侥幸心理袁尽快
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袁 争取宽大处
理遥

举报电话院陈警官 13876079250曰
胡警官 1300601969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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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谢佳宁冤 10月 30日袁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获悉袁 为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发生袁 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结
合实际袁精心组织袁强化措施袁加大力
度开展酒驾夜查整治行动袁 今年 9月
份共查处酒驾违法行为 470起遥
对被查获的酒后驾驶员袁 交警部

门将录入管控系统袁作为日常工作中
的重点检查对象袁对驾驶证被暂扣或
吊销期间袁仍驾驶机动车的袁交警部
门将从重处罚遥 同时袁将驾驶员的信
息抄告征信部门袁 录入个人信用系
统袁 尤其是醉酒驾驶的人员将被列入
诚信野黑名单冶遥

三亚公布 9月份
470人酒驾名单

随后记者随同陈先生来到位于海口
市秀英区粤海大道的菜篮子市场运营公
司了解情况袁 该公司综合部经理冯功宝
对此事做出了回应遥 冯功宝表示牧海商
贸的欠款确实存在袁 但具体金额需与财
务部门核实遥

针对为什么菜篮子市场运营公司未
履行合同约定拖欠牧海商贸 16余万元
货款长达一年半钥冯功宝解释称袁由于菜
篮子集团财务部负责人在此期间多次更
换等原因导致拖延了欠款的结算遥

那么菜篮子市场运营公司何时才能
结清牧海商贸的欠款呢钥冯功宝表示袁目
前公司于近期召开过清欠中小企业欠款

的专题会议袁正在做还款计划袁牧海商贸
公司的欠款可于 2020年 3月份结清遥

对于欠款于 2020年 3月份结清袁陈
先生表示目前货款拖欠已达一年半袁如
果 2020年 3月份结清袁货款将拖欠近两
年袁牧海商贸属于小微企业袁资金运转困
难袁 希望菜篮子市场运营公司能尽快结
清欠款遥
对此袁冯功宝表示袁菜篮子属于公益

性企业袁 目前正在做市场猪肉保供稳价
工作袁资金运转压力较大袁希望得到陈先
生及其公司的理解袁 在此期间双方加强
沟通袁并保证在 2020年 3月份前一定结
清牧海商贸所有欠款遥

16万货款 供货商多次讨要未果
海口菜篮子市场运营公司院明年 3月前结清所有欠款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陈王凤 摄影报道冤 河
南一家企业河南牧海商贸有限公
司 渊以下简称牧海商贸冤 曾在
2017年 3月至 2018年 5月期间
给海口市菜篮子市场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渊以下简称野菜篮子市场运
营公司冶冤供应甜瓜尧苹果尧青提尧
葡萄等近十余种水果袁 在合作中
牧海商贸全方位的配合菜篮子市
场运营公司的工作袁 但菜篮子市
场运营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时
结清货款并拖欠货款长达一年半
之久袁 为此牧海商贸曾多次从河
南来琼讨要货款未果遥 10月 30
日商报记者随同牧海商贸有关负
责人到菜篮子市场运营公司袁那
么这次牧海商贸会要到这笔迟来
的货款吗钥

欠货款 16万余元 供货商多次讨要未果

陈先生是牧海商贸的区域经理袁近
日他专程从河南来海口向菜篮子市场运
营公司讨要欠款遥据陈先生介绍袁2017年
3月份袁牧海商贸总经理与市场部员工在
海南三亚尧海口等地考察芒果尧荔枝等水
果的进货渠道时袁 留意到海口市菜篮子
集团在各市场的摊位占有率较大袁 随即
牧海商贸考察人员一行便到菜篮子市场
运营公司袁 并与菜篮子市场运营公司签
订了供货合同袁 开始为菜篮子市场运营
公司供应陕西尧河南等地水果袁因质量上
乘尧价格较低袁随供货量开始增大遥

陈先生告诉记者袁 双方自开始合作
以来袁 牧海商贸满足了菜篮子市场运营
公司的一切合作要求袁 比如未提前订货
突然提前要货袁 牧海商贸不惜空运成本
运送袁 全方位的配合菜篮子市场运营公
司的工作遥但在合作中袁菜篮子市场运营

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执行付款袁 多次
出现欠款情况袁 牧海商贸在索要未果后
于 2018 年 5 月停止与菜篮子市场运营
公司合作袁 随即开始了长达 1年 6个月
的要账过程遥
陈先生还告诉记者袁 其公司远在河

南周口袁 公司曾多次派人前往菜篮子市
场运营公司讨要欠款袁 但均被菜篮子市
场运营公司采购部和财务部互相推诿袁
以踢皮球的方式推卸责任袁 均不给予明
确答复遥 野找了好几次后袁他们让我们去
找董事长袁但在找董事长期间袁均被其助
理告知董事长不在为由送客遥 导致牧海
商贸在多次花费人力尧 财力后仍然没有
效果和进展遥 冶陈先生说袁截至 2019年
10月 30日袁菜篮子市场运营公司仍欠牧
海商贸货款 16万余元未予支付遥

10月 30日上午袁陈先生向商报记者
出示了一份由牧海商贸财务出具的 叶海
口菜篮子财务情况明细表曳袁记者注意到
牧海商贸向菜篮子市场运营公司供应有
甜瓜尧红富士苹果尧嘎啦苹果尧青提尧葡
萄尧猕猴桃尧油桃尧毛桃尧秦王桃等近十种
水果遥

陈先生还向记者记者出示了牧海商
贸与海口市菜篮子市场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在 2017年 3月份签署的合同书复印
件袁 记者在该合同书复印件上看到双方
约定的货款结算方式为牧海商贸每月
20日前按照菜篮子市场运营公司的要求
提供相关凭证袁 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菜篮

子市场运营公司结算前一个月的所有货
款遥 显然菜篮子市场运营公司未按照合
同条款按时结清牧海商贸货款遥
资料显示袁 菜篮子市场运营公司是

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全
资子公司袁 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系海口市公益性国有独资公司袁成
立于 2015年 12月袁 公司成立以来以新
鲜尧优质尧放心尧便宜尧便捷为经营理念袁
承担着海口菜篮子产品的保障供应尧市
场调节尧稳定价格工作袁发挥国有企业在
菜篮子公共服务产品的主导调控作用遥
那么作为一家国有企业袁 为什么会出现
拖欠货款长达一年半之久的情况呢钥

合同约定每月 20日前结算一次货款

明年 3月前结清牧海商贸所有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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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柯育超冤 10月 30日袁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获悉袁11月 2日海口五源河体育
场将举行演唱会袁为确保城市道路交
通安全畅通袁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的相关规定袁届时
将对五源河体育场周边路段适时实
施交通管制遥

据了解袁 管制时间为 11月 2日
18: 00-23: 30袁管制路段包括院长滨路
与滨海大道交叉口至长滨路与海秀快
速路下匝道交叉口尧长滨一街尧长滨二
街尧长滨三街尧长滨四街尧长滨五街尧长
滨一路尧长滨二路尧长滨三路遥 在道路
交通管制期间袁 各种车辆驾驶人和行
人袁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指示通行袁服从
现场交警指挥管控遥
海口交警建议袁管制期间经海秀

快速路前往长流方向的车辆可从长
天路匝道口或长彤路匝道口驶出袁选
择海榆西线尧南海大道绕行曰由海口
市区前往滨海大道西沿线方向的车
辆袁可选择南海大道尧海榆西线尧粤海
大道绕行遥

海口五源河体育场周边

11月 2日实施
道路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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