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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中小学开学期间网吧投诉
较多的问题#海口市文明委近日对海
口市!"家网吧进行了暗访$ 暗访发
现# 其中#家网吧存在接纳未成年人
的行为$

近日#海口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支队按照市民举报#查处了两家违规
接纳未成年人的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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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 ()"*

"门上没有
悬挂任何招牌# 距离小学不足!&&

米#正门紧闭#后门不时有人出入#一
间!&多平米的房间里挤了%'名小学
生%%这是!月!(日记者在暗访长流
镇一家黑游戏厅时看到的一幕$

&这个地下游戏厅都经营两年多
了#祸害多少孩子啊' (!!日#长流
镇居民周先生说#孩子在游戏厅里玩
的大都是暴力游戏#这会给孩子的身
心健康造成极坏的影响#有很多小孩
子都是从家里偷钱过去打游戏的$

!月!(日上午#记者来到长流镇
暗访#这家黑游戏厅位于长流镇中心
小学正对面#记者来到现场发现一排
铺面#其中三间大门紧闭$ 记者沿着
铺面西边一的条小巷向里走去#约走
了%&多米#路东侧一个半遮半掩的铁
门引起记者注意#走近一看#屋里挤
满了学生#他们正忘我地玩着游戏$

在屋里逛了一圈#记者发现这家
游戏厅#里面还有三台电脑$ 其中两
台电脑前有两三个学生模样的孩子
正在玩游戏#孩子大概只有%&来岁$

而旁边则摆放了几台游戏机#每台游
戏机前都坐着几名男孩打着游戏#还
有些孩子则站在一旁观看$

这时#坐在门口的男子询问记者
&干什么(#并让记者赶紧出来$

&你这里有执照吗)(记者问$&没
有$ (男子回答很爽快$ &这么多小孩
在这里玩#允许吗) (也许是记者提
出的问题太过敏感#该男子立刻警觉
起来#&你做什么的) (该男子接着又
说*&我这里才开业不久#执照正在办
理当中$是不是不让玩啊)(见记者开
始拍照#该男子立即将屋里的小孩轰
了出去#记者数了一下#从屋里走出
%'名小学生$

&学生放学玩会#没什么的$ (该
男子边说边拉记者# 随后关上了大
门#骑上一辆摩托车溜掉了$

%!时(&分# 记者拨通了%!(%)举
报电话#几分钟后#长流镇工商所执
法人员赶到现场#他们面对紧锁的大
门犯了难$为了能够彻查这家黑游戏

厅#记者随后又联系了长流派出所$

经大伙近%个半小时的等待后#

曾将游戏厅后门反锁的这名男子又
回到了现场#并打开了正门$

&这是家无照无证的游戏厅#还
接纳未成年人#坚决取缔$(长流工商
所翁副所长说$ 随后工作人员对'台
游戏机和两台电脑予以暂扣#并立案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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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今天下午召开的中共三
亚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
全体会议了解到#!&%&年#共处理处
级干部(人科级干部%!人#作出问责
(%人# 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
!'#*万元$

据了解# !&%&年# 三亚市加强

对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
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目前大部分
项目进展顺利# 没有发现违规使用
建设资金的问题$ 在工作中对履职
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的部门及领导
干部# 严格进行了行政问责# 作出
问责处理 (%人$ 查处违法违规工程
((宗# 查出供地后未动工建设的项

目 !+个# 查处土地违法案件 %&宗#

涉案土地总面积 "&&亩# 制止涉嫌
非法租用农用地行为# 涉及面积
"&&&亩$ 参与 &铁锤行动(# 立案
%+宗# 移送司法机关 *人# 冻结资
金 "+&&余万元$ 全年查处不正之风
案件 "(宗# 处理 "#人$

同时#三亚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受

理群众来信来访来电"#+件次# 立案
)#件##人#其中处级干部(人#科级干
部%!人#结案(*件#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人#其中开除党籍%)人#行政开
除'人#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人#通过查办案件#追缴赃款+违规
款达%)#万元# 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
济损失!'#*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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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月!'日凌晨(时许#三
亚市吉阳镇荔枝沟某大楼一楼发
生一起特大入室盗窃案#在三亚经
营民间木雕工艺品的福建商人李
某经营场所被人撬窗潜入#店内名
贵木雕艺术品和花梨木原木被席
卷一空$ 经初步统计#李某共计经
济损失人民币高达%"'万余元$

接警后#河东公安分局局长冯
春海率领由分局刑警队精干警力
和辖区派出所警力组成的专案组$

专案组经过艰苦奋战#最终掌握乐
东黎族自治县人陈某强!1"

!!

2#

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一个主要由
海南省乐东籍人员组成的犯罪团

伙逐渐被专案组掌握$

!月%(日# 专案组迅速赶往乐
东县城及利国镇等地实施收网$ !

月%"日晚#盗窃犯罪嫌疑人陈某强
首先落入法网# 警方乘胜追击#先
后擒获高某 !1"

!"

2$

+ 陈某壮
%1"

#$

2$两名乐东籍涉嫌隐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犯罪嫌疑人$

!月%*日凌晨!时许#专案组在
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一家宾馆张
网以待蹲守埋伏#将另一名主要盗
窃犯罪嫌疑人陈某能!1"

#%

2"3

456789$制服#抓捕归案$

这一案值%"'万余数的特大盗
窃案成功告破$

据警方透露# 警方全力追赃#

目前已成功追回大部分被盗的花
梨木及名贵木种木雕艺术品#挽回
经济损失近百万元$

目前#因涉嫌盗窃和隐饰隐瞒
犯罪所得#陈某强+高某等"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三亚警方依法刑拘#警
方正在全力缉捕两名在逃的犯罪
嫌疑人#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和深
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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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三亚市召开!&%%年全市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暨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动员会# 部署和安排三亚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各项工作任务# 争取首批
进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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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今天获悉# 三亚编办联合纪
检+人社+财政+各镇区等部门将组成
联合检查组深入各学校检查全面清理
空饷教师$ 联合检查活动的目的是#切
实清理中小学校存在的在编不在岗人
员#规范中小学校职工的编制+岗位和
人员管理#减少不合理的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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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凌晨&点(&分左右#一辆停在此
处的(%座大巴车被人砸了玻璃$大巴车
司机介绍# 大巴车两侧车窗被砸坏#损
失上千元$ 事发后警方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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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从省旅
游委获悉#第二届&海天盛筵,,,

!&%%中国!海南"游艇+公务机及尊
贵生活第一展( 的活动将于"月%

日,"日在三亚鸿洲游艇码头举办$

届时将有%&&多艘豪华超级游艇进
港参展# 其中有#艘长度超过)&米
的超级游艇首次在中国亮相#还将
有%)架公务机于凤凰机场展位进
行静态展示$

作为亚洲地区唯一将私人飞
机+顶级游艇+精品豪宅+奢侈品品
牌等系列顶级度假生活产品集于
一体的高端展会#&海天盛筵(会展
活动曾于!&%&年"月!日,"日在三
亚举行#为海南游艇经济的发展起
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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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口
秀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一起专门盗
窃高档小区的刑事案件# 而该案的
被告人竟是一名在校学生$ 目前#该
学生被法院判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
刑%&年$

经查明# 被告人李某# %**&年
+月出生# 案发后系海南某技术学

院在读学生$ !&%&年 )月 %!日晚-

被告人李某窜到秀英区西海岸某高
档小区伺机行窃$ 次日凌晨 % 时
许# 李某先进入一栋别墅盗走 %瓶
贵州茅台酒# 后又窜到另一栋别
墅# 盗走被害人的一个首饰盒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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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窃
成功后# 李某将部分赃物变卖所得
赃款用于赌博输光$ )月 %)日凌晨
"时许# 被告人李某又窜到该小区#

从窗户进入被害人别墅# 发现被害
人放在卧房桌子上有 %台笔记本电
脑# 正当其着手拔掉电脑电源线欲
将电脑盗走时# 被睡在房间的被害

人发现并当场抓获$ 经鉴定# 李某
盗窃的上述物品供给价值 #)&#'.*

元人民币$

检察机关认为# 李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秘密盗窃他人财物#数额
巨大#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一审法
院根据该案事实+证据#依照有关刑
法条文#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十年#并
处罚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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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住黄流镇杨某
和李某两女子一起利用假币买东西&发
财($ !(日#乐东边防黄流边防派出所将
两人抓获#并分别执行行政拘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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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东黄流
两男子在黄流镇三曲沟水库边钓鱼#

不慎掉入水库中$!(日上午#乐东边防
支队黄流边防派出所民警和现场群众
将两男子成功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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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吉某以工资卡作为
抵押向韩某!��$借款%!'&&元#因偿
还问题#韩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昌江黎
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进行调解# 双方约
定吉某分期偿还韩某本金及利息
%))&&元#吉某即时偿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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