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冤 6月 28日袁海口铁路公
安处临高南站派出所民警成功在临高
抓获一名因涉嫌寻衅滋事被临高警方
通缉的犯罪嫌疑人方某遥

据介绍袁2019年 12月袁方某渊男袁
海南临高县人冤接到同村朋友的电话袁
称其与人发生了矛盾袁 准备到对方家
去讨说法袁方某便爽快答应遥 随后袁方
某等人便携带砍刀尧 棍棒等到对方家
中去讨要说法袁 在争吵中矛盾愈演愈
烈袁方某等人便拿出携带的野山猪炮冶
投掷到对方家门前袁 导致对方的房屋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遥

6月 29日上午袁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了解到袁 犯罪嫌疑人方某已移交
给相关办案单位袁等待进一步处理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徐明锋冤 6月 29日上午袁商
报记者从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
华分局了解到袁 海南旺佳旺商贸有
限公司海垦店经营含有二氧化硫残
留量的香酥鱼涉嫌构成生产尧 销售
有毒尧有害食品罪袁日前案件被移送
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遥
据介绍袁 海南旺佳旺商贸有限

公司海垦店经营的 20191007 批次
的香酥鱼经抽样检验袁 二氧化硫残

留量项目不符合 GB 2760-2014叶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曳要求袁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袁该
批不合格香酥鱼的供货商为海南鸿
琛工贸有限公司遥

4月 10日袁海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龙华分局执法人员启动核查处
置袁 对海南旺佳旺商贸有限公司海
垦店进行现场检查袁 要求其停止购
进和销售 20191007批次的香酥鱼尧
发布召回公告尧 排查问题原因以及

提交整改报告遥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

局于 6月 23日发布的海南旺佳旺
商贸有限公司海垦店不合格食品核
查处置情况公告显示袁 海南旺佳旺
商贸有限公司海垦店已经停止购进
和销售 20191007批次的香酥鱼袁已
销售部分已被消费者食用完毕袁无
法召回遥 该局已督促海南旺佳旺商
贸有限公司海垦店将问题食品进行
了召回袁 并对其整改后的情况进行

复查袁复查结果合格遥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

局表示袁 海南旺佳旺商贸有限公司
海垦店经营含有二氧化硫残留量的
香酥鱼涉嫌构成了 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曳第一百四十四条生产尧销售
有毒尧有害食品罪遥 依据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曳 第二十二条尧
叶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的规定曳第三条的规定袁把该案件移
送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荆胜欣 通讯员 陈博冤 6月 28日
下午袁 海口铁路公安处文昌站派出所
民警根据 野全警实战大练兵冶 部署要
求袁持续开展网上在逃人员查缉袁在工
作中发现涉嫌非法出售珍惜野生动物
的在逃人员陈某在沿线村庄出现的轨
迹袁 当天晚上成功将被江苏省无锡市
公安局立案通缉的嫌疑人陈某抓获遥
据陈某交代袁自己爱喝酒袁但是自

己那微薄的工资又不能满足自己的酒
瘾袁于是便想着袁自己家也靠山袁去山
里面抓些小动物来卖换些酒钱袁 原先
就抓些山鸡野鸟去菜市场卖袁 后来偶
然抓到一只乌龟袁 样子和饲养的龟有
些不同袁于是就拍照发到朋友圈袁竟有
个老板愿意出高价买这只龟袁 陈某跟
他商量好价钱之后袁他给陈某转账袁陈
某用快递的方式给他邮寄了过去遥 后
来得知自己当时卖的是稀有动物之
后袁便觉得这东西来钱快袁足够自己喝
酒袁于是白天就进山抓动物卖袁晚上就
去喝酒遥

据公安部在逃人员信息显示袁陈
某所出售的乌龟为国家保护动物苏卡
达龟袁经民警调查后袁陈某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累计涉案价值达 30万元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
超 实习生 伍芝颖冤对于急需用钱的人而言袁与
其向银行申请贷款步骤繁琐袁时间跨度大袁审核
周期长袁还不如网络贷款来的方便快捷遥犯罪分
子就是利用人们这种心理通过开设虚假网站尧
拨打电话尧发送短信等途径发布野无抵押尧低息
或免息贷款冶等虚假信息袁吸引并诱导受害人通
过银行转账尧预付利息尧保证金尧保险费等袁从而
达到诈骗目的遥日前袁陵水郑某就因信任所谓的
网贷袁被不法分子成功骗得 11200元遥

6月 20日袁陵水郑某接到一个自称是野360
网贷客服冶的电话袁称可以帮忙办理小额贷款袁
无抵押极速放款遥 本想借点钱回家过端午节的
郑某见此便向对方申请了 2万元额度的贷款遥
当郑某提供个人身份信息后袁 对方来电称需要
缴纳 1200元的手续费才能放款袁郑某便给对方
转了过去遥
随后袁 对方称郑某的贷款申请已通过并且

已经放款袁让郑某到 APP内提现遥 但当郑某提
现时系统却显示账户被冻结袁无法操作遥郑某便
询问对方袁对方称郑某填写的银行卡号有误袁导
致款额被冻结袁需要缴纳 10000元的解冻金袁并
声称届时会将解冻金随贷款一并发放到账遥

为了尽快拿到贷款的郑某又给对方转了
10000元遥 然而袁就在郑某转完账后致电对方询
问情况时袁发现被拉黑了袁这才意识到被骗袁共
计损失 11200元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冤 6月 29日袁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海南海口海警局了解到袁
该局近期接连查扣 20艘违规出海作
业渔船袁抓获违法嫌疑人 82名袁查获
渔获物 3000余斤遥

6月 22日下午袁海口海警局舰艇
在文昌抱虎角附近海域巡逻执法袁期
间发现多艘渔船疑似违规作业遥 经连
续登临检查袁 查扣 13艘违规出海作
业渔船袁抓获违法嫌疑人 55名袁查获
螃蟹等渔获物 2600余斤遥

6月 24日凌晨袁 海南海口海警局
接群众举报院在海口市海新桥附近袁有
渔船违规出海打渔遥 该局立即组织精
干力量前往核查遥 在短短 4个小时内袁
共查扣了违规作业渔船 7艘袁 抓获违
法嫌疑人 27名袁查获渔获物 61箱遥

男子为赚酒钱
贩卖野生动物
涉案价值达30余万元

会上袁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刑警大队大
队长通报了案件相关内容院6月 17日袁吉阳分
局河东派出所接到群众黄先生报案称袁其于 5
月 30日在三亚临春河路某茶艺馆 207包厢内
被野李书记冶等 3名男子以买卖野金沙冶的方式
诈骗 11.5万元人民币遥
案发后袁 为尽快将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袁

吉阳分局迅速组织刑警大队尧河东派出所等部
门对案件的侦办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遥 与此同
时袁天涯派出所也接到 1起群众被骗 3.5万元
的类似案件遥

经核实确认袁系同一诈骗团伙所为袁遂并
案侦查遥 在相关警种的大力协助下袁侦查人员
综合梳理线索袁对案情深入分析研判袁经过大
量工作袁最终锁定 3名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及落
脚点遥

6 月 22 日 20 时许至 23 日凌晨 0 时 28
分袁三亚警方展开抓捕行动袁在儋州那大镇陆续
将 3名犯罪嫌疑人何某圣渊扮演野买金沙者冶陈
必强冤尧孙某怀渊扮演野李书记冶冤尧何某坚渊扮演
野卖金沙者冶刘海进冤抓获袁缴获作案工具一批遥

经查袁被害人黄先生在今年 5月与嫌疑人
孙某怀扮演的野李书记冶相识袁孙某怀和黄先生
做完蜂蜜交易后袁 于 5月 30日约黄先生夫妇
到某茶艺馆见面袁房间内还有野买金沙者冶陈必
强渊嫌疑人何某圣冤和野卖金沙者冶刘海进渊嫌疑
人何某坚冤在场遥
何某坚拿出用报纸包好的金沙袁 向黄先生

等人现场展示检测袁证明金沙的含金量很高遥何
某圣假意购买金沙袁但借口资金不足袁孙某怀借
机劝说黄先生一起出资购买遥
随后袁何某坚用透明胶将装有金沙的报纸

包好袁待收到黄先生 10万元现金后袁孙某怀将
金沙交给黄先生袁并叮嘱其妥善保管袁不要轻
易打开遥

期间袁因购买钱款不足袁孙某怀又让黄先
生转账 1.5万元给何某坚遥 之后袁被害人发现
金沙实为沙子袁意识到上当受骗马上报警遥 孙
某怀等 3人还以同样手法诈骗另 1名群众 3.5
万元人民币遥
目前袁犯罪嫌疑人孙某怀尧何某圣尧何某坚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袁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遥

11.5万元买“金沙”，到手却是“真沙”
三亚警方成功打掉一个诈骗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3名

据通告称袁为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袁深入
推进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袁营造良好的社
会治安环境袁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曳 相关法律规
定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决定对王玉
升尧王宏忠尧程必能尧黄海华四人督促投案自
首并公开悬赏缉捕遥
犯罪嫌疑人王玉升尧王宏忠尧程必能尧黄

海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袁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的袁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遥 警告犯罪
嫌疑人王玉升尧王宏忠尧程必能尧黄海华放弃
一切侥幸心理袁逃亡不是出路尧回避不能解
决问题袁在逃人员一日不到案袁公安机关绝

不会放弃追捕袁隐蔽尧包庇在逃人员的相关
人员也将受到法律严惩遥

请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袁 对提供有效线
索尧 直接抓获或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在逃犯
罪嫌疑人的个人和单位袁 将给予人民币奖
励遥 其中王玉升尧王宏忠尧程必能将各给予
人民币100000元奖励袁黄海华将给予人民币
50000元奖励袁公安机关承诺袁对举报人信息
严格保密遥

联系人院王警官
联系电话院 0898-86230110或

13876515766

海南警方悬赏 35万缉捕 4名犯罪嫌疑人

涉嫌故意杀人！看到他们请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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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网贷急速放款
一市民被骗万余元

违规出海作业
20艘渔船被查
查获渔获物3000余斤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谢佳宁 摄影报道冤 6月
29日 10时袁三亚市公安局召开新
闻发布会袁 通报吉阳分局在相关
警种的配合下袁于 6月 23日成功
打掉一个以野金沙冶手法实施诈骗
的团伙袁抓获犯罪嫌疑人 3名袁涉
案 15万元人民币遥

海口这家知名超市销售问题香酥鱼
食品含有二氧化硫 案件移送警方处理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实
习生 伍芝颖冤 近日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发布
通告袁对犯罪嫌疑人王玉升尧王宏忠尧程必能尧黄海华
等 4人进行悬赏缉拿袁其中王玉升尧王宏忠尧程必能等
三人分别悬赏 100000元袁黄海华悬赏 50000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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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爆“山猪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