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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符雄助冤 琼海男子廖某以
恋爱为名袁 取得服装店一女老板信
任后袁疯狂骗取尧盗窃被害人钱财高
达六万多元遥 12月 2日袁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从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
院获悉袁 该院以诈骗罪和盗窃罪两
罪并罚袁 决定对廖某执行有期徒刑
三年袁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元遥

2018年 3月袁 廖某在海口市
美兰区海秀路万利商城遇见郑某袁
廖某进入郑某店内买衣服袁双方互
留微信添加好友遥 后来袁两人聊得

很投机袁廖某隐瞒真实年龄和婚姻
情况袁 与郑某确立了男女朋友关
系袁骗取了郑某的信任遥 在双方交
往期间袁廖某骗取尧盗窃被害人郑
某财物遥廖某布下的温柔野陷阱冶让
郑某深陷其中袁郑某被骗被盗去共
计 6万余元遥

2018年 6月中旬袁廖某虚构自
己有一个大舅名叫王海平袁 在广州
军区担任副司令等职务袁 可以帮助
安排郑某的姐夫到琼中县人民武装
部就职袁以需要野跑关系冶为由袁骗取
郑某合计人民币 3万元 遥

2018年 8月 4日袁廖某虚构自
己在深圳开了一家公司即飞扬贸易
公司袁以进货需要资金周转为由袁两
次合计骗取郑某人民币 1.2 万元遥
2018年 5月 15日袁 郑某因为比较
信任廖某袁将自己的手机密码尧支付
宝密码尧微信密码等告诉了廖某袁廖
某在郑某不知情的情况下袁 利用郑
某的身份袁 在其平安银行信用卡上
申请了人民币 2 万元的消费备用
金袁接着提现了人民币 1万元袁消费
使用了人民币 1万元袁 导致郑某损
失人民币 2万元遥

2019年 1月 18日袁 公安民警
在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海垦花园
附近将廖某抓获袁 当场扣押其作案
通讯工具蓝色美图 P8手机 1部遥案
发后袁 廖某亲属赔偿了被害人郑某
经济损失袁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遥

法院依法以被告人廖某犯诈
骗罪袁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袁并处罚
金人民币 5000元曰犯盗窃罪袁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袁并处罚金人
民币 5000遥 两罪并罚袁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三年 袁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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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明锋冤 11月 27日袁 海口铁路
公安处临高南站派出所民警在临高
抓获了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儋州警方
通缉的符某平遥

2018年 12月袁洋浦服务区某工地
的工人遭到附近村民的阻扰袁 符某平
渊男袁24岁袁 海南省儋州市人冤 等人持
刀尧 钢管等凶器到该施工场地向工人
们索要保护费未果袁恼羞成怒袁便进行
打砸尧滋事袁致使洋浦服务区的保安受
伤袁事后跑到临高县加来镇避难遥

据了解袁警方已将犯罪嫌疑人符某
平依法刑事拘留袁案件进一步办理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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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12月 1日袁 海南太古可
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携手中共海南省委宣传
部尧省司法厅等单位在万绿园开展 2019年海
口市野宪法宣传周冶活动袁吸引近两千名市民
参与遥

活动在激昂的国歌合唱中拉开序幕袁不
少市民参与到现场的宪法知识宣传尧 法律咨
询服务尧宪法法律知识竞猜尧徒步普法等环节
当中袁 通过多样的方式学习了解宪法法律知
识袁弘扬宪法精神遥

据悉袁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为本次活动赞助了近 4000瓶纯悦水袁为参与
活动的市民送去能量袁 助力宪法宣传活动圆
满完成遥此外袁也在活动中带来健康知识宣传袁
帮助大家正确认识自身的健康管理遥 渊太讯冤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助力
2019年海口市“宪法宣传周”活动

受委托袁兹定于 2019年 12月 11日 16时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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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多个建筑工地砂子被偷卖钥 记者暗访发现砂子未拉到指定堆放点

运砂货车被暂扣 司机接受调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李兴民 摄影报道冤 连日来袁不断有群众向国际旅游岛商报新闻热

线反映称袁海口市西海岸多处建筑工地挖出的砂子袁有人受暴利驱使袁拉到外面进行偷售袁严重地扰乱了市
场秩序袁 破坏了生态环境遥 海口市秀英区国土资源执法大队接报赶到现场后袁 立即对偷运砂的货车琼
A86629开了暂扣单袁让司机接受调查遥

据爆料人介绍袁 西海岸的这些建筑工
地袁有修路的尧有开工已久的基坑袁还有新开
工的袁这些工地地下有很多的砂资源遥 受暴
利驱使袁最近一周袁尤其从 11月下旬开始袁
有不明身份的老板看好工地的砂资源袁内外
勾结袁开始组织司机偷偷买卖砂资源遥 有的
司机受人指使袁趁着夜幕将一车车好砂卖到
水泥搅拌站或材料厂袁差砂拉到附近进行堆
放清洗后销售袁有被人直接买走遥

爆料人还称袁在长滨西二街一处颐养公
社窑阳光城工地袁来拉砂的车袁多的时候排了
三四辆车在外面遥 12月 1日袁他跟踪一辆车
牌为琼 7123伊的货车袁竟跟到了海口市与澄

迈县交界的一家名为海南拓某材料有限公
司的工厂门口遥
在海口市长滨西四街一个建筑工地渊海

口市高级技工学校对面冤 和一条道路施工
点袁尤其是建筑工地袁有多辆车一直往外拉
砂袁其中一辆拉到一个私人砂子堆放点进行
销售袁每立方销售价格在 160元至 180元左
右袁 不仅严重破坏海口砂资源的经营秩序袁
还让国家资源肥了某些人的腰包遥 他称袁保
守估计袁每车砂可以卖七八千元袁每个司机
轻轻松松一天就可以销售数万元的砂子袁希
望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好好管一管遥

西海岸附近没有砂场袁怎么会有这么多
运砂车呢钥 冶近日袁这一反常现象引起居住在
西海岸某小区的业主王先生的注意袁他有意
识地跟踪了几次后发现袁如果有运砂货车等
在路边袁那附近肯定有工地袁需要将砂土运
出去遥 他跟踪发现袁有时满满的一车砂袁很多
都掉落路面上遥 而这些运砂的货车中有的连
车牌尧后车灯都没有遥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根据爆料袁五天前
来到司机经常销售砂子的一堆砂点袁以公司
装修需要砂料为由袁与一砂堆点的年轻老板
攀谈起来遥 年轻老板称袁他这里的砂分三个
价位袁分别为每立方 200元尧每立方 250元尧
每立方 270元袁 如果记者需要用量大的话袁
每立方可以少 10元遥 当记者表示袁记者买的
砂上路被查袁 能不能说是从这里采购时袁老
板信誓旦旦地说袁野我们的砂也是买来的袁有

什么不可以说的遥 冶
也许因为记者问题过多袁引起了这为年

轻老板的警惕袁 他上下打量了记者一番之
后袁 但又怕失去这笔大生意袁 便客气地问院
野你要多少砂子袁我们这里都有遥 冶当记者问
到砂子是从哪来的钥 他却不肯透露院野你不用
管我从哪里搞来的袁我有自己的渠道遥 冶

12月 1日上午袁 记者来到长滨西二街
一处颐养公社窑阳光城工地袁看到工地门口 3
名年轻人对满载砂土的车辆进行登记遥

为了准确掌握这些砂的去向袁12月 2日
下午袁记者跟踪一辆车牌看不清的货车和一
辆车牌为琼 A76321袁 跟踪不到二十分钟袁琼
A76321货车就拐进博养村公路边一个堆砂
点袁结果没有看到那辆后面看不清车牌的大
货车遥 随后袁记者跟踪了其他两辆货车袁均进
入博养村堆砂点遥

记者随后向秀英区国土资源执法大队朱大
队长做了汇报袁朱队长安排负责矿产管理的田中
队长赶到现场遥

执法人员立即将一辆刚出工地大门的琼
A86629的大货车拦住袁可这辆拉砂的司机袁以挡
住其他车辆的出路为由袁 还是将货车开到工地
里遥执法人员表示袁有多人拍下视频和照片袁开出
工地的事实司机是抵赖不了的遥 同时袁执法人员
查验核准运输证发现袁 分别有琼 A86629尧琼
A70955和琼 A76321的货车在提供的 9份运单
中均没有出现袁 涉嫌车辆少报多车辆拉砂的情
况遥 负责拉砂土的车队相关负责人说袁他们拉砂
有运输证袁其他车辆也有袁说老板就送来袁可老板
到现场后袁也未能提供记者指出的另三辆车运输
证遥 并解释袁那个博养村堆放点袁离工地近袁他们

过一段时间会把这些砂子又拉回来回填遥
对于这种解释袁很多人都不相信遥
执法人员还说袁秀英区城管局批准的堆放位

置在长影袁 可这个车队却将砂堆放在博养村袁明
显改变了路线遥 按照海口市政府的文件规定袁项
目范围内的砂石料属于国家资源袁严禁项目单位
对外销售或倒卖袁 应由市城建集团实施统一堆
放尧运输尧管理袁可这个堆砂点竟是老板自找的遥
于是袁执法人员立即对琼 A86629开了暂扣单袁让
司机接受调查遥
这个工地到底有多少砂流向社会袁希望纪检

部门对国有砂资源的去向进行跟踪调查袁不要让
国有砂资源肥了某些人的腰包遥
本报也将继续跟踪报道遥

砂资源被拉到没有批准的堆放点

索要保护费未果
打砸滋事后逃窜
儋州一男子被抓获

琼海野牛皮大王冶设下野温柔套路冶 服装店女老板深陷其中

又骗又盗 女老板损失 6万元

西海岸多处建筑工地偷卖砂资源市民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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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部门 运砂车没有核准运输证给予暂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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